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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亚明 王铮 摄影报道

10月 16日，第十一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在武术之乡登封
盛大开幕，8万名参演人员组成478个方阵，集中展示各种少林功夫、
72种拳法和十八般兵器。

在展演现场，自由搏击区、少儿区、综合区等不同方阵，体现了少林
武术广泛的群众参与性。数万少林小子在少林景区广场为中外嘉宾演
绎真刀真枪的“少林传奇”。武术展演有许多亮点，设置了散打争霸赛、
拳击争霸赛、跆拳道赛等实战性和观赏性都很强的比赛项目，还展演了
历年来为重大节庆活动创编的“武术音乐剧”等。

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是一项集武术、旅游、文化交流于一体的
大型综合性节会，自1991年创办以来，遵循“以武会友，共同进步”的宗
旨，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力推动着中国功夫在全世界的推广和
普及。

本届武术节为期5天，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
术协会、河南省体育局和郑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68个国家和
地区的200多个团队、2300多名运动员齐聚登封少林，以武会友，切磋
技艺。⑨1

武林高手
聚少林

参赛选手生龙活虎，博得观众阵阵掌声

少林小子表演的罗汉拳和飞檐走壁等功夫，极具看点

来自塔沟武校的2.95万名学员正在表演团体操

闻名天下的少林七十二绝技展示

外国选手跳跃踢打有板有眼外国观众连连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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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8日在人民大会堂同乌拉
圭总统巴斯克斯举行会谈。两国元首
决定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建立中乌战略伙伴关系，以深化和拓
展两国各领域互利友好合作，共同谱
写双边关系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中乌虽然相距遥远，
国情各异，但建交28年来，双方始终坚
持平等相待，开展互利合作，成为好朋
友、好伙伴。当前中乌关系已经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该携手努力，
全面规划和执行两国合作蓝图，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乌要加强全方位
交往，筑牢政治互信。要保持高层密
切沟通，完善合作机制，加强政府、立
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各层级交流，不
断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双方要扩大
互利合作，深化利益交融。中方感谢
乌方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希望双方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两国经贸合
作提质升级。双方要继续落实好两国
农业合作 5年规划，优化双边贸易结
构，拓展服务贸易，促进双边贸易持续
增长。中方愿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乌
投资兴业，参与乌拉圭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双方农业、清洁能源、通信、矿业、

制造业和金融等领域互利合作。双方
要密切人文交流，促进文化、教育、科
技、南极、旅游、地方、足球等领域交流
合作，巩固中乌友好。双方要加强战
略协作，维护共同利益。中方愿就气
候变化、全球经济治理、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维和、南南合作等问题同乌
方加强沟通和协调。

习近平指出，中方坚定支持拉美
国家为维护地区稳定、团结、发展所作
努力。当前中拉关系已进入双边合作
和整体合作并行发展的新阶段，中方
愿同乌拉圭以及拉美各国一道努力，
共同构建1+3+6合作新框架，推动中

拉关系实现更大发展，打造携手共进
的命运共同体。

巴斯克斯表示，乌方欢迎中国企
业加大对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愿意
与中国商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乌方
愿同中方共同推动中拉关系更大发
展，并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
合作。

会谈后，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两国元首见证了外交、文化、教
育、工业、农业、能源、旅游等领域双边
合作文件的签署。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8日在
北京会见了参加“2016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对话会”并访华的蒙古人民党主
席、国家大呼拉尔主席米·恩赫包勒德。

习近平欢迎恩赫包勒德当选议
长后首次访华。他说，当前中蒙关系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都把发展双
边关系放在各自外交的重要位置，各
领域交流合作的推进给两国人民带
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促进地区和平
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指出，中国党和政府始终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
同蒙古国关系，愿同蒙方进一步加强
沟通、协调、合作，共同推动中蒙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
中蒙继续加强高层交往，引领正确方
向，中方支持两国各层级各领域密切
友好往来。希望两国执政党深化党
际交流，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互鉴，提
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实现各自奋
斗目标。希望双方推进务实合作，携

手共迎挑战，中方欢迎蒙方搭乘“中
国快车”，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双方
要妥善处理敏感问题，维护两国关系
大局，继续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恩赫包勒德盛赞“2016中国共产
党与世界对话会”，认为对话会呼应并
深化了G20杭州峰会主题，为各国政
党开展对话、分享经验搭建了重要平
台，对发挥政党优势、凝聚各方共识、
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
义。蒙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和“亲诚惠容”周
边外交理念，认为这对深化蒙中传统
友好关系、保障地区和平稳定、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合
作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蒙古国各
政党主张不同，但都高度重视蒙中关
系，在发展对华关系上立场一致，人
民党珍视与中共的友好关系，希望全
面加强党际交流与合作，扩大蒙中各
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不断
向前发展。

新华社北京 10月 18日电 记者
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了解到，神
舟十一号飞船19日凌晨将与天宫二
号在我国上空实施自动交会对接，两
名航天员将进驻天宫二号。

按照计划，神舟十一号飞船 19
日凌晨与天宫二号实施自动交会对
接，形成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组
合体后，景海鹏和陈冬两名航天员
将进驻天宫二号，开展空间科学实
验。

据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副总

工程师孙军介绍，目前，神舟十一号
飞船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精
确控制下，已经进行了 4 次轨道控
制。在交会对接前，还将根据情况进
行第五次轨道修正。

“神舟十一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进
行自动交会对接的时候，恰好在我国
上空。”孙军说。

在此之前，天宫二号已经抵达距
地面393公里的预定轨道上，调整好
了对接姿态，等待神舟十一号飞船的
到来。

习近平同乌拉圭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决定建立中乌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会见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主席

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
今日凌晨交会对接
两名航天员将入驻天宫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10
月 19日人民日报发表任仲平文章《铸
就我们民族的精神航道——写在长征
胜利80周年之际》，文章摘编如下：

（一）红色的脉搏，在神州大地跳

动。80年过去，仍然如此强劲。

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

念馆。墙上，80 双草鞋组成一幅中国

地图。那一支脚踏草鞋的队伍，从这

里开始跋山涉水，历经九死一生，将足

印刻写在两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

这个伟大壮举，已经永远铭刻在

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80 年，长征宛如一条

精神的航道，从昨天走到今天，让历史

走向未来。

（二）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启程

时，一位战士问四团团长耿飚，咱们

这是要到哪里去？耿飚说道：“打敌

人去！”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多少人千难万险中跋涉，多少人

枪林弹雨中战斗，多少人壮怀激烈中

牺牲，多少人上下求索中坚定……旗

帜指引理想，鲜血铸就丰碑，让长征成

为萦绕于世界东方的“红飘带”。

（三）1999 年，美国时代生活出版

公司编辑的《人类 1000 年》一书，选出

从公元 1000 年至公元 2000 年之间，影

响人类历史进程的 100件重要事件，长

征毫无悬念地入选。

以 80 年前的胜利为起点，沉沦的

民族寻找到价值的坐标，以信仰充实

生命、以意志创造奇迹，极大振奋了中

华民族的精神世界。这次远征，完成

了现代中国一次宝贵的心灵书写。

（四）青山依旧，斜阳几度。80 年

前的烽烟已经散尽，最坚固的石头上

留下的弹痕也渐渐抹平。然而，沿着

长征途中的雄关漫道，迎着如海苍山

和如血残阳，不断有人回到长征路上，

接续这一传奇般的史诗。

（五）这些名字，我们或许不太熟

悉，但重温他们的故事，却每每让人

震撼：

郑金煜，17 岁，红四团通讯员，过

草地时饿得走不动路，被战友们绑在

马背上前进。他牺牲在了走出草地的

前一天。姜秀英，24 岁，红四方面军藏

族女战士。翻越雪山时，她的脚趾被

冻坏了，为了跟上行军队伍，她从老乡

家里借来斧头，砍掉溃烂的脚趾，简单

处理后继续前进。

更多的红军战士，他们的名字已

经难以寻找，他们的事迹也难以还原，

唯山河记取，唯天地见证。他们的精

神，早已汇入了长存的浩气之中，与国

家民族的脉搏一起，永恒跳动。

如果说长城是传统中国的核心意

象，那么在现代中国，居于核心位置的

无疑就是长征。理解了长征在中国革

命史与心灵史中的结构性作用，就能

理解为什么在 80 年后的今天，我们仍

需记取长征、纪念长征。

在这条继往开来的道路上，让我

们面向未来，永不止步；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

铸就我们民族的精神航道
——写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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