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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俄罗斯、德国进行
国事访问，并出席G20峰会 G20 GERMANY 2017

据新华社柏林7月6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6日在柏林会见韩国总统文
在寅。

习近平指出，中韩地理相近、文化
相通，互补优势明显。建交25年来，中
韩双方秉持建交联合公报精神，本着
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原则，推动中韩关
系实现跨越式发展，给两国和两国人
民带来巨大福祉，也为地区和平稳定
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文在寅总统派韩国
政府代表团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派特使来华转交亲署信，表

达改善和发展中韩关系、妥善处理敏
感问题的积极意愿，我对此表示赞
赏。一段时间以来，中韩关系面临困
难，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中方重视
韩国和中韩关系，致力于发展中韩友
好的立场没有变。我们愿利用中韩建
交25周年这一契机，同韩方认真回顾
总结建交以来的经验教训，不忘初心、
携手共进，推动中韩关系早日重回健
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维护好、发
展好中韩关系，是双方共同的责任。
双方要立足大局，放眼长远，尊重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希望韩方重视

中方正当关切，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为
中韩关系改善和发展扫除障碍。

文在寅表示，韩方高度重视对华
关系。韩中两国交往历史悠久，拥有
广泛共同利益，已成为重要合作伙
伴。我就任韩国总统以来，积极同中
方开展良好互动。韩方也非常感谢中
方企业协助打捞“世越”号沉船。韩方
愿同中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及各领
域交流合作，将韩中关系打造成实质
性战略伙伴关系。我充分理解中方有
关关切，愿同中方进行深入沟通。

两国元首还就朝鲜半岛形势交换

了看法。习近平指出，中方坚持实现
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主张所
有有关各方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有
关决议。中方支持韩国新政府积极尝
试同朝方重启接触对话、改善关系。
国际社会应该一道努力，为缓和半岛
局势发挥积极作用。

文在寅表示，韩方积极评价中方为
妥善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所作努力，赞
同应尽力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韩
方希望就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本
地区和平稳定同中方密切协调合作。

据新华社天津7月6日电 金砖
国家卫生部长会暨传统医药高级
别会议 6 日上午在天津开幕。国
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对会议召
开表示祝贺。

习近平指出，疾病无国界。为应
对共有的公共卫生挑战，金砖国家已经
建立高级别对话机制，推进金砖国家卫
生合作。我相信，本届会议将促进金砖
国家和各有关国家交流经验、凝聚共
识，携手应对全球卫生挑战。传统医药
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文
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中医药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以
其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独
特优势受到许多国家民众广泛认可。

习近平强调，实现人人享有健康
是我们共同的美好愿景。我希望各
方充分利用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暨
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机制，深化卫生
健康领域交流合作，推进各方传统医
药互学互鉴，携手应对公共卫生挑
战，为保障人民健康作出贡献。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开幕式
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发表主旨
演讲。她指出，卫生合作是金砖国家
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作为2017年
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以及大会东道
主，中国政府期待同致力于金砖国家
卫生合作和传统医药发展的伙伴们
一道，凝聚合作共识，规划合作蓝图，
推动人类健康事业发展。

我国中星9A依靠
卫星自身推进器成功入轨

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

习近平致信祝贺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
暨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召开

伟大的民族总能在绝境中浴火重
生。

80年前的炮声，将一个沉睡的民
族惊醒。卢沟桥畔气壮山河的抗击，开
启了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序幕。

秉持民族大义，担负救亡重任，中
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战旗帜，引领夺取
胜利的正确方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
战，中国人民赢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
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滔滔历史长河，巍巍砥柱中流。
踏上新的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砥砺拼搏奋进，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昂扬前行。

高擎抗战旗帜 挺起民族脊梁

七月的宛平城，蝉声阵阵。永定河
上波光潋滟，映照出卢沟桥雄伟的桥
影。存留于桥面的古老石砖，承载着历
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1937年 7月7日夜，日军制造震惊
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妄图把中国变为殖
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
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
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
产党发出的呐喊，随着电波传遍全国，
激荡在每一位国人的心头。

强敌肆虐的漫漫长夜，中国共产
党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成为中国人
民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
坚力量。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中
国共产党即发表抗日宣言；同年，陆续
派出大批干部赴东北组织抗日斗争；
1932年 4月，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
战争宣言……

“在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
族抗战的过程中，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的政府和武装力量还很弱小，
却承担起了抗日民族先锋的历史责任，
表现出了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大
使命担当。”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
山说。

“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

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
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1938年 5月，面对甚嚣尘上的“亡
国论”“速胜论”，毛泽东发表《论持久
战》，集中全党智慧，科学系统地阐明了
持久抗战的总方针。

洋洋万言，犹如驱散云翳的旭日，
拨开国人心头迷雾，坚定了全民族抗战
的决心信心。中华民族振奋精神，义无
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抗战之中。

无论是在沦陷区还是游击区，中国
共产党人都是火种的播撒者，都是动
员、组织和坚持抗战的领导者。

1937 年 9月，就在日军长驱直入
时，山西突然传来捷报——在一个名叫
平型关的地方，中国军队赢得了抗战以
来第一场重大胜利，日军“不可战胜”的
神话就此打破。作战的主角，是共产党
领导的八路军。

从奇袭阳明堡到黄土岭战斗，从百
团大战到沁源围困战……抗战期间，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军事奇迹，在百万平方公里的敌
后根据地上，牵制和打击了三分之二以
上的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逐步
成为抗战的有生力量、中坚力量和主
力，与正面战场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为
抗战胜利作出决定性贡献。

山河换了新颜，英雄却不曾远去。
稻香漫野的刘老庄前，至今传颂着

新四军八十二位烈士血战殉国的悲壮；
峥嵘险峻的狼牙山巅，永远定格住八路
军五位壮士千仞一跃的身影；汹涌咆哮
的乌斯浑河，依然回荡着东北抗联八位
女战士挽臂投江的高歌……

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就是这样高
擎为国为民的火炬，为伟大的抗战精神
铸入内核与灵魂。

在艰难困苦中，正是中国共产党
人，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正确主
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巨大牺牲，
支撑起救亡图存的希望，对中华民族
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激发
出中国人民的巨大创造力和战斗力，
写就了抗战胜利的壮丽史诗。”中国
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王建学
说，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共
产党当之无愧。

缔造空前团结 凝聚磅礴力量

细雨初歇，天空又现光华。
车水马龙的重庆街边，古朴沧桑的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掩映在绿树
丛中。

抗战相持阶段，这座民盟元老鲜英
的公馆同样访客如流：中共人士周恩
来、董必武、王若飞，社会进步人士张
澜、黄炎培、沈钧儒，国民党要员冯玉
祥、于右任、柳亚子等，在这里共商团结
抗日大计。

彼时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
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
合作为基础，各层各界同日本侵略者正
在进行殊死的斗争。

从“八一宣言”力主团结到瓦窑堡
会议指引方向，从西安事变秉持大义到
皖南事变忍辱负重……抗战期间，尽管
几经波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如磐石，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牢牢守护着中华民
族的命脉。

从共产党身上，人民看到了与国家
存亡与共的坚定决心——

山西省太原市档案馆，珍藏着一份
八路军总部行动路线图。

纵横交错的路线显示：1937 年 9
月至 1945年 8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
辗转迁移 69处，但始终坚持战斗在日
军占领区的腹地，如利剑刺向敌人心
脏。

抗日战争，是攸关民族前途命运的
殊死战，也是检验当时中国各党派和政
治集团的试金石。

“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什么态
度，这是衡量一个政党能否得到民众拥
护、能否领导和影响民众的重要标尺。”
曲青山说。

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肩负起全民
族抗日救亡的历史重任，把自己的命
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空前紧密
地相连。

从共产党身上，人民看到了浴火重
生的希望——

广州，珠江畔。
一座音乐家的雕像临江而立，仿佛

正在指挥滔滔江水，奏响一曲雄壮的大
合唱。

他就是冼星海。1938年，这位33岁
的年轻人被中国共产党深深感染，毅然
前往延安。在那里，他入了党，完成了一
生中最著名的作品——《黄河大合唱》。

“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已经团结起
来，誓死同把国土保！”

当10名八路军战士为掩护千余群
众脱险全部牺牲，当一位母亲将至爱的
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战场，当500多名
青年在左权将军公葬之日当场含泪参
军……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
的中国人民，从此筑起一道日本侵略者
无法逾越的长城。

从共产党身上，人民看到了新中国
的曙光——

1940年，爱国侨领陈嘉庚回国考
察完重庆，坚持要到延安看看。走遍
延河两岸，与共产党人促膝长谈后，他
向海内外大声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
安！”

让陈嘉庚得此结论的，是如许动人
的景象：党的领袖与群众挤坐一条板凳
拉起家常；八路军战士与陕北农民一起
破土开荒；来自各地的进步人士挑灯夜
谈、共谋救亡。

“从开展全民族抗战到进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冲刺阶段，80年来的历史
经验反复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团
结带领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只有紧密团
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才能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馆长李宗远说。

传承抗战精神 走向伟大复兴

纵横吕梁山，奔腾黄河浪。
2017年 6月 21日，在山西考察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兴县蔡家崖村，向晋
绥边区革命烈士敬献花篮，瞻仰晋绥边
区革命纪念馆，参观晋绥边区政府、晋
绥军区司令部旧址。

驻足凝视，习近平动情地说，全党
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
铭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
血的革命先辈，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
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
心，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
生活。

青史为鉴，使命如山。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
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
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从抗战
岁月走来，中国共产党人激发抗战精
神百炼成钢，将中国人民的力量始终
凝聚。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这是走向复兴
的中国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1944年9月5日，共产党员张思德
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三天后为他举
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同志出席，并发
表了那篇广为流传的演讲——《为人民
服务》。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
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
所。”

左权、杨靖宇、赵一曼……正是这
种深植灵魂的红色基因，激励共产党人
在战争岁月浴血斗争、不畏牺牲。

孔繁森、杨善洲、廖俊波……正是
这种一脉相承的先进本色，感召共产党
人为国强民富呕心沥血、接续向前。

真正为了人民的政党，才能获得无
穷的力量。

成立 96年来，党领导人民开展土
地改革告别封建剥削制度，不断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实现7亿多人口脱贫……

成立 96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最初
的数十人，逐步发展成为拥有 8900
多万党员、450 多万个党组织的执政
党……

始终坚持自信自强，这是走向复兴
的中国融于血脉的鲜明特质——

白洋淀，荷花绽放，芦苇摇曳。
端岗楼、打伏击、除特务、诛汉

奸……岁月流转，人们依然传颂着雁
翎队抗日杀敌的传奇。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70多年过
去，在这片曾被硝烟笼罩的恬静水乡，
承载“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重任的河北
雄安新区蓝图绘就，将写下中国改革发
展新的传奇。

当年威震敌后的雁翎队政委马仲
秋，已是华发苍颜的98岁老人，队伍出
征的誓言却从未忘记：

“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敌人必败，
共产党必胜！”

遭受侵略，是因为“落后就要挨
打”；战胜侵略，是因为在逆境中自强。

从用不到世界十分之一耕地养活
超过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到跻身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从国产大飞机一飞冲天，
到新型万吨级驱逐舰驶向深海……今
天的中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令世人惊
叹的奇迹。

从向深度贫困宣战，到向改革“深
水区”进发；从决胜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到谋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
路怎么走”……今天的中国，直面具有
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抗战胜利一扫百年来中华民族屡
战屡败的心理阴霾，恢复了久违的民族
自信。”北京市党史办原副主任李明圣
说，这种必胜信念薪火相传，必将坚定
亿万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继续夺取新的伟大胜利。

始终坚持和平发展，这是走向复兴
的中国面向世界的庄严宣示——

今年春季，全国教科书全面落实
14年抗战概念；七七前夕，国歌法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

“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对
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
牲的英灵、对惨遭屠杀的无辜亡灵的
最好纪念。”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
话语，代表着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心
声。

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发起成
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参与全
球维和行动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国人民将刻骨铭心的苦难记
忆，化作对和平发展的不渝追求，为维
护世界和平持续贡献智慧力量。

岁月的脚步不会停歇，奋斗的征程
永远向前。

1937年，22岁的焦若愚投身抗日
的行列。次年，他担任中共宛平县长。

2017 年，102 岁的焦若愚出席中
共北京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全体代
表中最为年长。

“别忘了抗战历史，不管时代怎么
变化，我们的事业和精神要一代一代传
下去！”这位有81年党龄的老党员殷殷
叮嘱。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砥柱中流，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写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

据新华社德国汉堡 7月 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6日在汉堡会见汉
堡市市长肖尔茨。

习近平强调，汉堡是德国重要港
口城市，同中国有很深渊源，是对华
合作起步最早的欧洲城市之一，今天
更是联结中德、中欧合作的重要桥头
堡，已成为德国乃至欧洲中资企业聚
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汉堡在推进亚
欧互联互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
具有独特区位优势，不仅是联结中欧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而且已
成为中欧货运班列的重要终点站。我
们赞赏市长先生多次表示，汉堡市始
终向中国企业敞开大门。中方欢迎汉
堡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愿加强同汉
堡各领域务实合作，为双方关系深入
发展注入新动力。

习近平指出，德方特别是汉堡市
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精心

准备。中方支持德方办好汉堡峰会，
在去年杭州峰会基础上取得更多积
极成果，为世界经济治理烙上“汉堡
印记”。

肖尔茨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访
问德国并来到汉堡出席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峰会。汉堡是一个开放型港
口城市，在德中、欧中贸易中地位突
出。很多中资企业在汉堡落户，欧中
很多贸易也经由汉堡。汉堡市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愿积极参与相关合
作，相信互联互通建设将打造一个更
加美好的世界。汉堡市愿密切同中
国的各领域合作，为加强德中、欧中
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当地时间6日上午，习近平乘专
机离开柏林，抵达汉堡，出席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习近平
在汉堡机场受到汉堡市市长肖尔茨
的热情迎接。

据新华社德国汉堡 7月 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6日在汉堡会见新
加坡总理李显龙。

习近平指出，中新传统友好，合
作成果丰硕，走出了一条与时俱进、
互学互鉴的合作道路。中方高度重
视发展同新加坡友好关系，愿同新方
一道，推动两国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
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习近平强调，中新双方要继承两
国老一辈领导人留下的良好传统，从
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好两国关
系发展方向，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
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
持。要创新合作思路，深挖合作潜力，
落实好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
备忘录，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
投资、金融合作。要建设好政府间重
大合作项目，拓展互联网、信息通信技
术等新兴领域合作。要开展好两国青

少年和大学生交流项目，扩大人员往
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要加强
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
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和配合，为完善
全球治理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新加坡现任东盟同
中国关系协调国，明年还将接任东盟
轮值主席国。中方支持新方工作，相
信新方将引领东盟同中方一道，推动
双方务实合作提高水平，共同引领区
域一体化进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
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李显龙表示，新中关系过去一年
取得新进展。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
际形势下，新中深化交流合作十分重
要。新加坡将继续支持并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好政府间大项
目，拓展同中国在金融、高铁、自贸区
建设等领域合作。新加坡愿积极促
进中国-东盟合作关系。

习近平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习近平会见汉堡市市长肖尔茨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记者

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获悉，我国
中星9A依靠卫星自身推进器成功入
轨。

中星9A的国产卫星，因运载火箭
发生异常未能进入预定轨道，但靠自
带的燃料独自在太空中“徒步”行进，爬
升2万多公里，于7月5日成功定点，完
成了一次长达16天的“太空自救”，堪
称中国“星坚强”。

2017年 6月 19日 0时 11分，中
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
乙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9A卫星，这是
一颗由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的我
国首颗国产直播卫星，如果成功入
轨，也将成为我国首次覆盖南海海域
的国产直播卫星。

然而，卫星刚随火箭飞出地球不
久，就因火箭出现异常，被遗落在1.6
万公里的太空，而它离预定轨道还有
2万多公里。

一位工作人员事后回忆说，那时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指控大厅现场气
氛特别凝重，来自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的通信卫星事业部部长周志成和中

星9A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魏强在
稳定现场工作人员情绪，组织大家持
续进行卫星数据判读。

这时，一个积极的信号鼓舞了所
有人。卫星太阳帆板、天线顺利展
开，工况正常，而且卫星上的一个关
键设备——地球敏感器可以正常使
用。这意味着，地面的工作人员能够
靠它确定卫星的姿态和相对地球的
位置，并依靠卫星自身的推进器点火
来完成变轨。

魏强告诉记者，卫星轨道高度不
足的情况以前也遇到过，但这一次这
么低究竟能不能成功，谁也不敢保
证。经过紧急研判，专家们决定尽全
力挽救这颗星。

在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飞控试验
队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密切配合
下，中星9A卫星开始了“徒步”长征。

卫星先后完成了10次重新点火，
准确进行轨道调整，多次频繁穿越地
球周边的中、低轨道的辐射带，也消
耗了很多燃料，历经重重磨难，最终
卫星成功定点于东经101.4°赤道上
空的预定轨道，各系统工作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