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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将于 6 月 17 日
召开，习近平主席将主持峰会并发表主旨
讲话。

在中国抗疫关键时期，非洲兄弟姐妹同
我们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点点滴滴感人至
深。非洲各国领导人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
以各种形式表达对中国的慰问和支援，非盟
部长理事会发表公报声援中国抗疫行动，这
是全球首个重要地区组织和整个大洲集体发
声向中方表示支持。非洲国家政府和企业积
极向中国捐款捐物，有关非洲航空公司在疫
情发生后坚持运送医疗物资助力中方抗疫。
非洲国家政党、媒体、智库呼吁开展国际抗
疫合作，反对将特定国家和机构污名化。在
粤非洲商人迪鲍查 （音） 与两名广州警察共
同创作歌曲 《命运与共》。歌中唱到：“在这
场战争中我们命运与共，我们一起抗击新冠
疫情，不针对任何人。”中国地质大学 （武

汉） 非洲留学生大明发起成立“钢铁侠”志
愿队，配合学校每日为数百名各国留学生提
供生活物资发放等服务。央视 《星光大道》
年度总决赛四强的非洲歌手玛丽亚为中国抗
疫募集善款，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并利
用社交媒体讲述中国抗疫故事。

中方投桃报李万里驰援非洲国家抗疫。
中方在自身面临巨大抗疫压力情况下，积极
支持非洲各国抗疫斗争。习近平主席同有关
非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表达慰问和支持。中方
向非洲五个次区域派遣医疗专家组，长期援

非的40余支中国医疗队面向当地医护人员开
展数百场抗疫培训。中国政府、企业、在非
华侨华人向非洲国家和非盟交付大量急需医
疗援助物资，送去了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
关怀和慰问。

中方助力非洲国家筑牢卫生体系，重在
“授人以渔”。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
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提出，帮助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筑牢防线是国际抗疫斗争
重中之重，呼吁向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物资、
技术、人力支持，并宣布中国将建立30个中

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加快建设非洲疾控中
心总部等专门面向非洲的举措。中国宣布的
面向全球的举措也将惠及非洲国家，如有关
国际援助、同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
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
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同二
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
务偿付倡议”等。中方还呼吁联合国、世界
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
多边机构向非洲国家提供必要的紧急援助，
呼吁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

提供更多支持。
在全球抗疫合作中，中非相互理解、相

互支持、相互帮助，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不断深化，中非友谊历久弥坚。即将召
开的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必将为下一阶段
中非抗疫合作指明方向，彰显更加紧密的中
非命运共同体，也将成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次生
动实践。

（作者为国际问题观察员）

抗疫合作让中非友谊历久弥坚
■ 易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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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记者刘
济美）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
命令，发布新修订的 《军队院校教育
条例 （试行）》，自 2020年 7月 1日起
施行。

《条例》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
围绕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

新型军事人才，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坚持立德树人，坚持为战育人，坚持
一体化布局，坚持内涵式发展，落实
从严治教、从严治学、从严治研、从
严治考，规范院校教育各方面和全过
程工作运行。

《条例》 共 11 章 90 条，整体重塑
院校教育管理体系，科学划分各级职

责界面，推动落实院校优先发展战
略。贯彻政治建军要求，强化姓军为
战导向，优化新时代军队院校教育基
本布局，规范院校教学工作、科学研
究的定位要求和主要任务，明确院校
领导、教员、学员的标准要求，突出
政治能力培养，推动一切办学活动聚
焦能打仗、打胜仗，为培养有灵魂、

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
命军人提供坚强保证。着眼新型院校
体系运行和新型军事人才成长成才特
点规律，坚持改革创新，大力推进军
队院校教育理念、制度、内容、方法、治
理现代化，拓展完善招生、保障、交
流合作等支撑制度，建立健全新体制
下院校内部管理运行机制。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军队院校教育条例（试行）》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6 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6 月 17 日在北京主
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特别峰会由中方和非盟轮值主席国南非、中非
合作论坛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共同倡议，将以视频
方式举行。非盟峰会主席团成员国、非洲重要次区

域组织轮值主席国等非洲国家领导人以及非盟委员
会主席将应邀出席。联合国秘书长、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作为特邀嘉宾与会。

习近平将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

详细报道

《库布其 盈盈绿色锁沙海》
见第四版

库布其沙漠，雨水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刘发为

提起沙漠这个字眼，我们脑海中
自然会浮现出来一幅画面，所到之处
皆是不毛之地，干旱缺水是沙漠固有
的标签。

然而，库布其这片位于中国北方
的沙漠，如今变得有点不一样了。

入夏的库布其沙漠，不再只是干
热，也多了几分雨水的滋润。

眼前的雨越下越大，雨滴敲打车窗
的声音，在这片土地上，显得格外美
妙。当地接我们的人满脸笑意地说：

“你们的到来，给库布其沙漠带来了降
水，我们都要感谢你们。”

这飘落的夏雨背后，是库布其生
态环境的改变。库布其的降雨量，从
过去一年不到 100 毫米，增加到现在

超过300毫米。
陈宁布是鄂尔多斯杭锦旗独贵塔拉

镇道图嘎查的老牧民，他依稀记得，在7
岁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挖坑种树，但是很
少有树能成活下来。尽管如此，很多当
地人还是将自己种树的汗水义无反顾地
倾注在这片大漠之中。

世界上没有白流的汗水！一代又
一代的库布其人没有放弃种树，而且
在不断摸索中，让越来越多树苗在沙
漠中长出了新绿。

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在回顾治沙
30年的历程时说，我们并不是单纯的种
树种草，同样也注重涵养水源，保护和恢
复生物多样性，让库布其形成一个生态
系统。我们运用和探索了种质资源保护
与繁育技术、珍稀濒危植物种群恢复技
术、荒漠栖息地修复技术、生物多样性廊
道构建、生态大数据监测与人工智能等
核心科技，持续提升库布其沙漠的生物
多样性水平。我们还建设了库布其生态
大数据平台，实现生物多样性“空天地一
体化”综合监测及动态管理。

回望库布其沙漠的治沙历史，我们
可以发现，正是无数的库布其人持之以

恒努力的汗水，才换来了今天如此酣畅
淋漓的降雨。

树生雨，雨润树，树护路。有了路，
不仅出去方便，深入沙漠腹地种树也
容易多了。如今，库布其沙漠中有人
开始种植西瓜等水果和蔬菜，现场尝
过的人纷纷竖起了大拇指：“真好吃！”

库布其治沙的声音还传到国际。
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是全球唯一的致
力于推动世界荒漠化防治和绿色经济
发展的大型国际论坛。自 2007年发起
创办以来，每两年举办一届，已连续
成功举办七届。现在，论坛已经成为
全球公认的交流防沙治沙经验的重要
平台，是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生态文明理念的窗口，也是推动
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抓手。

在第七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上，
来自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相
关政要、国际组织代表、商界领袖、专家
学者凝聚出这样一份共识：“中国为全球
生态环境治理做出了巨大贡献，库布其
治沙是非常好的模式，应当沿着绿色‘一
带一路’，积极开展防沙治沙国际合作，
将“库布其模式”推广到更多面临荒漠化

挑战的国家和地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执行秘书易卜拉辛·蒂奥深有感慨
地说：“我的家乡也有沙漠，非常理解荒
漠给人类生活造成的严重影响，库布其
治沙的成果令人感到震撼，这是我实地
考察过的全球最佳治沙案例。”

在论坛中，中国与世界分享库布
其的治沙经验，得到了很多国家的点
赞。乍得环境部长易卜拉欣·贾马拉丁
希望将“库布其模式”引进本国；印
度环境部长普拉卡什·贾瓦德卡尔对治
理沙漠的同时带动农牧民脱贫致富表
达了强烈兴趣；摩洛哥和中非共和国
代表则关注“政府+企业”的合作方
式，希望“库布其模式”为他们各自
的国家带去绿色的希望……

在论坛的号召下，世界各国治理
荒漠化的点滴行动正在逐渐形成一股
汪洋之势。

眼前，这雨后的库布其沙漠，散
发着一种别样的魅力。在未来的某一
天，随着沙漠被越来越多的绿色所覆
盖，库布其沙漠也许将不再“名副其
实”，那时，库布其沙漠这个名字，也
许会成为历史的记忆。

俯瞰库布其沙漠俯瞰库布其沙漠。。 （（亿利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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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16日
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6
日晚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
蒙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患难见真
情。在中国疫情防控的艰难
时刻，塔吉克斯坦政府和社
会各界以不同形式支持中国
抗疫斗争。塔吉克斯坦发生
疫情后，中方向塔方提供了
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医疗
专家通过视频连线交流抗疫
经验，中方医疗专家联合工
作组赴塔多地积极开展工
作，彰显了中塔发展共同体
和安全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中方愿继续向兄弟般的塔吉
克斯坦提供支持和帮助。相
信在你领导下，塔吉克斯坦
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疫情。中
方愿同包括塔方在内的国际
社会一道，积极开展国际抗
疫合作，共同打赢这场全球
公共卫生保卫战。

习近平强调，中塔关系
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双方应该统筹好疫情防控和
贸易往来，开拓思路，确保
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
得到落实。要着眼后疫情时
代，尽早谋划经贸、投资、
能源、互联互通、农业等重
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
得到新发展。

拉赫蒙表示，在你坚强
领导下，中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取得显著成效，经济社
会发展不断取得成功，体现
了中国政府出色的治理能
力。塔方感谢中方为塔抗击
疫情和恢复经济给予大力支
持，愿同中方深化友谊互
信、守望相助，加强共建

“一带一路”和塔吉克斯坦
“2030 年前国家发展战略”
对接，拓展经贸、医疗、科
技等领域合作，密切在上海
合作组织、亚信等地区组织
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塔方坚
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
支持中方为维护自身主权、
安全采取的正当举措。塔方
愿同中方一道，携手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 6月 16日
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6
日晚同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
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
冠肺炎疫情在厄瓜多尔扩散
蔓延。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表示诚挚慰问。在中

国抗疫最吃劲的时候，厄瓜多尔政府及时向中方援助防疫物资。厄
瓜多尔发生疫情后，中国政府、地方、企业、民间组织等迅速施以
援手，诠释了中厄两国相互支持帮助的友好传统。中方将继续坚定
支持厄方抗疫斗争，尽己所能提供必要援助，探讨开展疫苗和药物
研发、生产等合作。相信在你领导下，厄瓜多尔一定能够早日战胜
疫情，重回良性发展轨道。希望厄方继续为在厄中资企业和中国公
民工作和生活提供保障。

习近平指出，全球疫情仍在发展，只有各国团结合作，才能最
终战而胜之。中方愿继续同各国开展抗疫合作，共同推动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中方坚定支持加强各国宏观政策协调，促进世界
经济稳定，推进完善全球治理。

习近平强调，2018年你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达成许
多重要共识。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中方重视发展中厄关系，愿同厄方积极沟通，克服疫情带来的
困难，重启并推进务实合作，推动疫情后中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
上新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莫雷诺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厄瓜多尔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提供了宝贵援助和支持，对厄方应对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
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全面战略伙伴，厄中合作友好互利。厄方希望借
鉴中方成功抗疫经验，加强合作，帮助厄方克服困难，战胜疫情，
重振经济发展。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交往，共同推动厄中关
系不断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