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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

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

手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铿锵有力的话

语，极富感召力，引起广泛共鸣。本着

积极务实、友好合作的精神，全面落实

本次会议的共识，共同致力于促进世

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成为与会各

国的共同心声。

放眼全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

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面临的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在此背景

下，如何进一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

发展，如何更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

业，习近平主席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

潮流，着眼各国共同利益，提出“构建

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积极主

张，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注入新的

动力。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就要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量、筑牢

和平安全的共同基础、打造共同发展

繁荣的强劲引擎。尊重各自选择的发

展道路，兼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通过换位思考增进相互理解，通过

求同存异促进和睦团结，才能凝聚起

以合作实现共赢的强大力量；践行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统筹

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效打

击“三股势力”，才会有持久的地区和

平、安全与稳定；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地区贸

易便利化进程，我们必将迎来更高水

平的共同繁荣。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就要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带、

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的伙伴网络。人文

合作对深化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信

任和友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

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

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

优越，需要进一步树立平等、互鉴、对

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更加密切的人文

交流合作，促进文化互鉴、民心相通。

今天，地缘政治版图日益多元化、多极

化，国与国相互依存更加紧密。我们

要强化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等地区

国家交流合作，密切同联合国等国际

和地区组织的伙伴关系，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

开展对话，为推动化解热点问题、完善

全球治理作出贡献。

事要去做才能成就事业，路要去走

才能开辟通途。17年风雨兼程，上合组

织遵循“上海精神”，经受住国际风云变

幻的严峻考验，不断加强政治、安全、经

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成为当代国际关

系体系中极具影响力的参与者。展望

未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精诚合作，不

断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一点一滴坚持

努力，日积月累不懈奋斗，构建更加紧

密的命运共同体，就一定能迎来更加光

明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钟竹筠，女，1903 年生于广东省
遂溪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1 年
秋，考入北海贞德女子学校，接触进步
书刊，受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十月革
命的影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 5月，她被广东农民运动
著名领袖人物之一、南路农民领袖黄
学增推荐到广州，参加第四期农民运
动讲习所学习。在农讲所学习中，她
得到了周恩来、彭湃、恽代英、阮啸仙
等共产党人的教导和影响，并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南路地区最早
的女共产党员。同年，钟竹筠与中共

党员韩盈结为伴侣。
1926 年 10 月，钟竹筠受中共南

路党组织和南路办事处的派遣到防城
县东兴镇，指导发展党员，开展建党工
作，并领导防城的工农运动和妇女解
放运动，被选为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
防城分会主席。

1927年春，钟竹筠在东兴创建了
中共防城县第一个支部——中共东兴
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1927年 4月中旬，蒋介石叛变革
命，南路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共产党人遭到屠杀，钟竹筠的丈夫韩

盈也在遂溪县被捕牺牲。钟竹筠忍着
悲痛，不畏反动当局对她的通缉，继续
在东兴芒街一带坚持地下斗争，她深
入工农群众，与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

1927年 9月，由于叛徒出卖，钟竹
筠被敌人逮捕，被作为“共党要犯”押往
广西北海。在狱中，敌人对她威胁利诱
和酷刑折磨，宣称“只要你公开宣布脱离

共产党，供出共党内部的机密，金钱、地
位、享受都有”。面对凶恶的敌人，钟竹
筠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和牺
牲精神，她回答敌人：“革命不会完！最
终完的是你们这伙人面兽心的反动派！
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难道还怕你们
几个反动派？要宰要割任你。但是，你
们休想从我口中得到任何东西！”

1929年 7月，钟竹筠高呼着“中国
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于北
海西炮台刑场，年仅26岁。

（据新华社广州6月13日电）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6月 13日，
记者从省气象局获悉，我省淇县、虞城
等 13个国家气象观测站被认定为“中
国百年气象站”。

通过认定的气象站将被列入中国
气象站重点保护名录，并接受国务院
气象主管机构的指导和监督。中国百
年气象站对气候变化研究、生态文明
建设、发挥气象数据科学支撑作用等
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中国百年气象站是指能
够长期连续开展观测的气象站，分百
年认定、七十五年认定和五十年认定
三类，需要在建立年限、累积中断观测
时间上限、历史元数据、区域代表性、
探测环境等九个方面满足相应的认定
条件。中国百年气象站认定工作每两
年开展一次，由中国气象局负责，气象
站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
机构向中国气象局提出申请。

2017 年年底，中国气象局发布

《中国百年气象站认定办法》，首批中
国百年气象站申报认定工作同时启
动。近日，中国气象局公布了首批中
国百年气象站名单，433 个气象站被
认定为“中国百年气象站”，其中，我省
共有淇县、虞城、永城、沁阳、嵩县、西
峡、扶沟、林州、范县、泌阳、清丰、濮
阳、宝丰等13个气象站获认定。

2016年，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
站认定机制建立。中国向世界气象组
织申报的 4个百年气象站（呼和浩特、
长春、营口、香港）以及徐家汇观象台，
已被批准或授予成为世界气象组织百
年气象站。③5

□本报记者 曹萍

6月 14日是第 15个“世界献血者
日”，今年的主题是“为他人着想，献出
热血，分享生命”。从街头采集到医
院，从“血管到血管”，血液都经过了哪
些检验环节，如何进行制备、储存？6
月 13日，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了
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

在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的检验
科免疫检验室，七八台大型检测仪是
这里的“主力”，工作人员不时观察仪
器的运转情况，“捐献者献血时要经过
初步的筛查，包括血型、乙肝表面抗原
快速检测、血红蛋白等，合格后进行采
集，每份血液都会留取两管样本，其中
酶免样本在这里进行两次乙肝、丙肝、
艾滋病和梅毒4项酶免检测。”检验科
副科长金新莉介绍，同时，还需检测转
氨酶等。

从感染病原体开始至检测到其存
在，这段时间称为病毒潜伏的“窗口
期”，缩短窗口期是保证用血安全的关

键。“核酸检测更加灵敏，能够将发现
病毒的时间提前很多，有效拦截不合
格血液。”金新莉说，目前，所有血液样
本经过酶免检测后，必须进行核酸病
毒检测。

在检验科对样本进行检测的同
时，献血者捐献的血液已经到了成分
科，开始进行各种成分血的分离。“采
集回的血液大部分是全血，需要分离
成血浆、血小板、红细胞等成分血，供

临床不同患者使用，提高血液利用效
率。”成分科负责人单泓指着操作台上
的一袋袋血液说。袋中的血液上半部
分是淡黄色的液体，下半部分呈深红
色，“这是经过高速分离机分离后形成
的，将黄色的液体抽出就是血浆，余下
的部分就是红细胞和血小板。”单泓介
绍，这几种成分还会根据不同需求进
一步加工，比如红细胞还可制成冰冻
红细胞和洗涤红细胞，新鲜冰冻血浆
经过融化或离心制成普通冰冻血浆和
冷沉淀凝血因子，普通冰冻血浆经过
病毒灭活制备成病毒灭活血浆。

经过层层把关，检验合格的血液
最后就会来到供血科，在这里进行储
存，然后输送到各个医院。在供血科
最多的设备就是冷冻柜。供血科副科
长能利萍介绍，这些制品都是有保质
期的，红细胞为 35天，新鲜冰冻血浆
能保存1年，普通冰冻血浆是4年。“待
遇”比较特殊的是血小板，它存放在震
荡仪中，需要进行震荡保存，而且只能
保存5天左右。

“因为我们面对全郑州的医院，周转
很快，每天红细胞要供应1500单位左
右，血浆会更多一些。”能利萍说。③4

河南13个气象站
被认定为“中国百年气象站”

一袋血的“旅程”

第一书记的“尴尬事”

钟竹筠：为党捐躯的女英雄

6月 12日，22岁的买一帆在无偿献血。在第15个“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
际，安阳市保安公司开展了“捐献热血、分享生命”公益活动。⑨3 王建安 摄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携手创造更加光明的
美好未来

——四论习近平主席上合组织
青岛峰会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 归欣

6月 10日中午，骄阳似火。获嘉
县中和镇东小吴村的食用菌种植基地
里，人人脸上都带着笑：刚把麦子卖
了，紧跟着第一茬香菇也下来了，价钱
还不错。

县公路局驻村第一书记陈克宾从
香菇棚里出来，擦了把汗，跟71岁的贫
困户王振洲攀谈起来：“咋样王叔，这一
茬能弄3万元不能？”

“有点悬。这一茬前期开叉太多，
下一茬估计没问题。”王振洲乐呵呵地
说。“那也不赖。下两茬管理好，你今年
借的钱就能还上了。”正说着，老陈的电
话响起，接通一听，他黢黑的脸上露出
几分尴尬。

“县委组织部来电话，让我下午去
谈话。”他压低声音告诉记者，但还是被
旁边几个支着耳朵的乡亲听到了。大
家有点蒙，在他们眼里，驻村帮扶，老陈
干得还不赖，比如种香菇这件事。

东小吴村是个典型的农业村和集
体经济空白村，因为缺少产业支撑，目
前仍有12户49名群众尚未脱贫。去年
8月到村后，陈克宾经过多方协调沟通，
帮助村里与新乡市世华菌业公司达成
合作协议,联合建立香菇种植带贫基
地。项目投资500多万元，流转土地60
多亩，建起33个香菇棚，对所有贫困户
实行“多重优惠”。

都有啥优惠?作为受益者，王振洲
门清。“我的菇棚不要钱；买香菇棒的钱
首付七成，剩下的收完了再给；我是贫困

户，每个棚留出来1000棒作为我的保
底收益；除了种好自己的棚，我要是在基
地干活一天还能挣个50元的工钱。”说
完，他嘟囔了一句：“克宾没啥事儿吧？”

在回县城的车上，陈克宾解开了“谜
团”。原来，6月8日，获嘉县举行扶贫大
讲堂以考代训专场，随机抽取乡镇主要
领导和驻村第一书记作答。一来没准备
好，二来当着乌泱泱几百号人紧张，陈克
宾答题时卡了壳，当场被县领导评了个
不及格，要求其事后接受约谈。

因为这事儿约谈一个扶贫干部，
是不是有点求全责备？“约谈只是手

段，鼓劲才是目的。”获嘉县委书记王
永记说，“做好扶贫工作，必须责任落
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干部能做到
扶贫政策‘一口清’，才能换来群众的
满意度和知晓率。”

下午4点，陈克宾从县委大院走出
来，看上去倒是挺平静：“领导说了，不
要背思想包袱，但是政策学习不能放
松。”下一步有啥打算？“认识要提升，活
也得接着干呗。”陈克宾跳上车，笑着
说，“香菇基地东边那30亩地割完了，得
抓紧把流转的事儿谈下来，不然耽误秋
天扩大规模。”③9

一线见闻

再登国际大舞台 “新国酒”梦之蓝飘香上合青岛峰会

作为迄今唯一在中国境内成立、以
中国城市命名、总部设在中国境内的区
域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在完成首次
扩员后回到17年前的诞生地中国。

上合组织内部不存在一家独大、
恃强凌弱的现象，不存在赢者和输者，
只有协商一致。在这样一场举世关
注、展现全球战略合作新思维的国际
盛会中，用什么酒来款待各国政要，无
疑颇有讲究。

梦之蓝，以“绵柔”著称，她绵柔的
酒体、绵柔的文化、绵柔的哲学思辨，
蕴含着中国人骨子里的友好热情、敦
厚善良，传递着中国内敛包容、谋求共
同发展的美好愿望。因此，梦之蓝成
为这届峰会的指定用酒，不仅在“神

韵”上与“上合峰会”“上海精神”高度
契合，而且在强化各成员国情感与心
灵沟通中堪称绝佳的“情感纽带”。

本次青岛峰会官方指定用酒是梦
之蓝M9，此款产品已经成长为中国高
端白酒的一面旗帜。“看上去色泽微
黄、闻起来自然陈香、喝下去温润如
玉”的梦之蓝M9为国内外嘉宾提供别
于其他品牌的使用属性，代表着中国
的品味和格调。

值得一提的是，梦之蓝M9早已为
不少上合贵宾所熟识。在刚刚过去的
5月，梦之蓝亮相莫斯科红场，为俄罗
斯世界杯加油助威，就曾在俄罗斯政
商圈层引起轰动，被盛赞为“打动俄罗
斯的跨国酒香”。

从杭州G20峰会到世界互联
网大会，从“一带一路”峰会到此
次上合组织青岛峰会，适逢和国
家乃至世界相关的大事件，适逢
国家向世界传递中国实力，展现
中国智慧的时刻，就会选择绵柔
的梦之蓝作为国家级宴会用酒，
代表中国款待世界各国领导人和
重要嘉宾。

国宾款待，品质为先。众所
周知，梦之蓝是中国绵柔型白酒
开创者，不刚烈爆辣，而是和谐绵
柔；不高调张扬，而是低调务实；
不固执保守，而是创新进取。体
现的是含蓄内敛、连绵不断、以柔
克刚的中国智慧，因而完美地融
入了新时代精英的生活方式，成
为代表健康、时尚、开放的“时代
新国酒”。

正是凭借绵柔的独特品质，
梦之蓝重新定义了中国高端白
酒的品质与价值。白酒的本质
是中国的、民族的，但绵柔的梦
之蓝无论是蓝色时尚的形象，还

是“绵柔”的口感风味表达，都赋
予了她与“国际接轨”的天然优
势。

正所谓，“中国元素，国际表
达。”如果说海洋文化、人文情怀
这些元素，在“国际表达”中很容
易被国外消费者理解，那么“绵
柔”口感、舒适的味觉享受，则更
自然地赢得全世界消费者赞誉与
好评。

于是，我们看到，梦之蓝一直
是国际大事件的“座上宾”，在国
际舞台上频频展露中国的绵柔魅
力，成为连接世界的“新国酒”。

新时代新峰会，上合组织青
岛峰会具有继往开来的特殊意
义。人们期待，日益壮大的上合
组织将为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繁
荣注入新的活力。此次梦之蓝成
为青岛峰会指定用酒，更多地传
递了当下中国品牌的世界主张和
全球梦想，以及当代中国“活力、
时尚、开放、博大”的大国形象，赢
得了很高的国际关注度。

与美好愿望交相辉映

□陈致远

孟夏的青岛帆影点点，蓝色的海湾向世界张开它的

怀抱。6月 9日至 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在美丽的“帆都”青岛举办。梦之蓝M9

亮相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成为本届峰会款待各国嘉宾的

官方指定用酒，受到与会贵宾的喜爱和青睐。

连接世界的“新国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