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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他曾是国民党军队少将，为了
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却舍弃高官，
毁家纾难，毅然投身抗战事业，最终
以身殉国——他就是著名抗日民族
英雄鲁雨亭。

鲁雨亭，1899 年出生于河南
省永城县（今永城市），1920 年毕
业于开封宏威士官学校，先后担任
军法官、军法处处长、县长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奋笔写下
《国难中敬告全国当局书》一文，发
表于 10 月 21 日天津《大公报》，奉
劝当局“立息内战，止戈言和”“牺
牲成见，忍痛救国”。1937年初，鲁
雨亭出任河北省保安处秘书长。
同年 11月，经李宗仁推荐，他被委
任为永城县县长，为抗日救亡，他
组织成立永城县民众抗日救亡动
员委员会，开办青年训练班，组织
工作团，在全县推动抗日救亡运
动。在中共永城县委的帮助下，鲁
雨亭变卖家产，购买枪支弹药，筹
集活动经费，在永城组织抗日联防
自卫队等抗日武装，并于 1938 年
11 月正式建立了永城县抗日游击
队。在鲁雨亭等领导下，游击队活
动在永（城）、夏（邑）、砀（山）、萧
（县）一带，打开了芒砀山区的抗日
局面。

1939 年 1月，彭雪枫率新四军

游击支队到达永城一带，开辟豫皖
苏抗日根据地。鲁雨亭派人与新四
军建立联系，并根据自己多年的经
历做出重大抉择，走共产党的路，请
求将永城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他由
衷地表示：“要救国救民及达到世界
人类真正的和平与幸福，自己只有
站在马克思、列宁的旗帜下，坚决服
从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为国为民建
功立业。”

1939 年 8月，永城游击队正式
改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
鲁雨亭担任总队长。9月，由新四军
游击支队参谋长张震等介绍，经中
共中央批准，鲁雨亭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他率
领第一总队活跃在芒砀山区，打击
日伪军。在几个月的战斗中，毙伤
日伪军数百人，部队发展壮大到近
3000人。

1940 年 4 月 1 日，日军 3000
余 人 分 四 路 向 芒 砀 山 区 分 进 合
击。鲁雨亭身先士卒，战斗在第一
线，率领部队多次打退敌人的进
攻。鲁雨亭被敌人重兵围困于李
黑楼阵地，他放弃安全突围的机
会，带领部队与日寇展开殊死的血
战，不幸壮烈牺牲，以身殉国，时年
41岁。

（据新华社郑州12月4日电）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张朋

在豫东地区，著名抗日民族英
雄鲁雨亭的事迹广为传颂，为纪念
这位英雄，永城人民在芒砀山南麓
修建了“鲁雨亭烈士纪念馆”，并以
烈士之名命名雨亭小学、雨亭中学，
鲁雨亭故居亦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12月 3日，鲁雨亭故居内参观
者络绎不绝。人们聆听先烈英雄事
迹讲解，缅怀先烈丰功伟绩，真切感
受到当年革命斗争的波澜壮阔和先
烈的英勇无畏。

巍巍芒砀、潺潺沱水，说不尽对
烈士的思念。烈士的家乡——永城
市继承和发扬先烈坚忍不拔、顽强
拼搏、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以新
发展回应新期待，以新担当展现新
作为，以新成就标注新起点。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永城大
地波澜壮阔风云起。40年里，永城
从国家级贫困县发展为全国综合

实力百强县市，从工业小县、财政
穷县发展为工业大市、经济强市，
从粮食生产大县发展为“中国面粉
城”；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跃升至
516.47 亿元，增长 449 倍，地方财
政一般预算收入跃升至 37.43 亿
元，增长 468 倍，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跃升至 29248 元，增长
34倍……循着先烈的光辉足迹，永
城锐意改革、奋勇争先，获得全国
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
生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等数十项

“国字号”荣誉，交出了新时代的精
彩答卷。

岁月更替，精神一脉相承。如
今，从先烈精神中汲取强大力量的
永城，紧抓新时代改革开放蕴含的
新机遇，紧抓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
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历史机遇，认
准改革方向、盯准改革目标、坚定改
革信心，正为决胜全面小康、加快打
造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商丘副中心城
市而努力奋斗，奋力谱写着中原更
加出彩的永城篇章。③8

鲁雨亭：毁家纾难抗日殉国

传承遗志慰先烈

据新华社巴拿马城 12 月 3 日电
当地时间 12月 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举行会谈。两国
元首高度评价中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
发展良好势头及合作成果，就进一步推
进两国关系达成广泛共识。

习近平指出，中巴建交一年半来，
中巴关系强劲起步，我同巴雷拉总统实
现互访，双方政治互信日益深化，以共
建“一带一路”为牵引，各领域交往合作
快速发展，成效显著。事实已经并将继
续证明，中巴建交完全正确，惠泽两国
人民。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巩固和
发展中巴友好关系是中方坚定不移的
外交方针。中方支持巴拿马政府和人
民为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改善民生、提
升国际影响力所作的努力，支持巴拿马
在促进地区经济融合和互联互通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强调，我同总统先生有一个
重要共识，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工作
成效的标准。这一思想指引了中巴实
现建交，未来也将指引双方在合作中促
进共同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中方愿同
巴方一道，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加强政
府部门、立法机构、政党交流合作。中
方高度赞赏巴方在台湾等涉及中国重
大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坚定支持。
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肯定巴
拿马运河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尊重巴
拿马对运河的主权，承认运河为永久中
立的国际通行水道，支持巴方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指出，巴方“2030年国家物
流战略”同中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
度契合，双方要加强战略对接，推进金
融、旅游、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

作，落实好铁路、教育、医疗等重点项
目，推进互联互通。中方是巴拿马运河
第二大用户。双方可以进一步优化货
物集运方式，使巴拿马运河在中国更深
度参与全球贸易中发挥更大效益。中
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巴
拿马开展自由贸易谈判，欢迎巴拿马海
产品、肉类、菠萝等对华出口，鼓励更多
中国金融机构在巴拿马设立机构，包括
人民币清算中心。要加强人文和地方等
领域交流，便利双方人员往来，夯实两国
关系民意基础。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
沟通，深化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中
拉论坛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和配合，共
同应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挑战，共同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开放型世界经
济，更好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巴雷拉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
对巴拿马进行历史性访问，此访必将进

一步拉近巴中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巴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取得重大进
展。很高兴我同习近平主席达成的共
识得到很好落实，基础设施建设、人文等
领域交流合作正积极推进。巴方感谢
中方对巴拿马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
持。巴拿马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赞
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等重要理念。巴方支持共建“一带
一路”，期待同中方加强投资、港口运输、
自贸区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投资，
愿同中方早日商签自贸协定，提升两国
贸易水平。巴拿马希望利用自身区位
和物流优势，成为连接中国与中美洲及
拉美地区的门户和纽带。相信巴中合
作不仅将造福两国人民，也将造福地区
人民，为全球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多项双边合
作文件的签署，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新华社巴拿马城 12 月 3日电 当
地时间 12月 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巴拿马城同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共同参
观巴拿马运河新船闸。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新船闸
时，巴雷拉总统和夫人卡斯蒂略在停车
处迎接。

不远处，满载集装箱的中国远洋海
运集团“玫瑰轮”正在第一船闸停靠等
待过闸。该轮今年 10月 1日从中国青
岛起航，横跨太平洋，通过巴拿马运河
驶经大西洋抵达美国 3个港口，现正通
过巴拿马运河返航。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国远洋海运集
团负责人介绍“玫瑰轮”情况及中远海
运集团在巴拿马运营情况。

两国元首夫妇向“玫瑰轮”船员挥
手致意。船员们挥舞中巴两国国旗，向
两国元首夫妇问好。

习近平同“玫瑰轮”船长通话，询问
船上工作和生活条件，慰问全体船员。
习近平说，很高兴在巴拿马运河同“玫
瑰轮”的船长和船员们通话。希望你们
善用巴拿马运河，不断优化物流运输，
为促进国家航运事业和全球贸易繁荣
作出更大贡献。我很关心在外远航的

船员们，希望大家工作生活顺利，高高
兴兴起航、平平安安回家。祝愿大家一
帆风顺。

“玫瑰轮”的船长和船员们听到
习近平的亲切慰问和殷切嘱托十分激
动。他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对全体船员
的关心和问候，表示将牢记习近平主席
嘱托，以实际行动为中外经贸往来贡献
力量。

随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船闸
控制塔，听取巴拿马运河管理运营情况
介绍。在控制室外平台上，两国元首俯
瞰新船闸和运河全景。巴雷拉向习近平

详细介绍运河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
规划。

两国元首来到控制室内，巴雷拉
请习近平点击控制电脑按钮，开启船
闸。随着船闸向两侧开启，“玫瑰轮”
缓缓通过船闸。控制室内响起阵阵掌
声。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上述活动。

巴拿马运河是连通太平洋和大西
洋的重要国际水道，1914 年正式开
通。1999 年，巴拿马收回运营主权。
2016年，运河扩建工程完工。

习近平同巴拿马总统举行会谈
就进一步推进两国关系达成广泛共识

习近平和巴拿马总统参观巴拿马运河新船闸

新华社北京 12月 4日电 为隆
重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全方位展
示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改革办、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华社、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联合拍摄的 8集大型政论专题
片《必由之路》，将从 12 月 11 日起
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
播出。

该片以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为主
题，全景式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历

程，以风云激荡的感人故事，铺陈出
一部国家民族砥砺奋进的壮丽史
诗，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是
由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
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响
亮回答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
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这部政论专题
片的播出，必将进一步增强人们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信
心决心。

全方位展示改革开放伟大历程

八集大型政论专题片
《必由之路》即将播出

（上接第一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
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下，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
法权威。

栗战书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宪
法有力保障和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贯彻实施宪法取得了宝贵经验。一
是始终坚持宪法确认的中国共产党领
导地位，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保
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二是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制度体系保证人
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三是按照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
任务、发展道路、奋斗目标，深入贯彻
新发展理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四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不断深化依法治国实践，
提高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水
平。五是坚定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
结、社会稳定。我国现行宪法是符合
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
好宪法，必须坚决维护、长期坚持、全
面贯彻。

栗战书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精

神，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通过完备的法律规
范体系，把文本上的宪法变成实践中的
宪法。要加强对宪法法律实施情况的
监督检查，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健全
宪法解释机制，切实维护宪法尊严。要
树立宪法权威，增强国家公职人员宪法
意识，落实好法治宣传教育的制度化安
排，创新宪法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宪法
理论研究，使宪法深入人心。

弘扬宪法精神 树立宪法权威

据新华社巴拿马城 12月 3日电 当地
时间 12月 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拿马
城会见巴拿马国民大会主席阿夫雷戈。
巴主要党派负责人参加。

习近平强调，中巴建交功在当今、利
在千秋，造福两国人民。中巴建交短短一
年半时间，两国合作的强劲发展和丰硕成
果印证了这一点。中方愿在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基础上，坚定不移地同巴方一道致
力于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相信中巴友好合
作的接力棒会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去。

习近平指出，巴拿马国民大会及主席
女士支持中巴建交，建交后不久巴拿马
国民大会就成立了巴中友好小组，我对
此表示赞赏。两国立法机构应当在中巴
关系发展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愿同
巴拿马国民大会及各党派、社会各界朋
友共同努力，推动中巴友好合作事业不

断向前迈进。双方要通过对话，加深了
解，增进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多交流治国理
政和立法经验，为两国合作提供法律保
障和便捷服务。希望中国全国人大和巴
拿马国民大会以及友好小组之间开展多
种形式的交往。要发挥好巴拿马 28万华
人的血缘纽带作用，为中巴关系长远发
展厚积民意基础。

阿夫雷戈表示，巴拿马各界热烈欢迎
习近平主席访问巴拿马。自 19世纪中叶
首批华人抵巴参加铁路建设以来，华人就
在巴拿马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巴中建交是巴各党派的共识，为两国
合作打开广阔空间。相信习近平主席这
次重要访问，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巴中关
系。巴拿马国民大会愿同中方增加交往，
为促进两国友好合作作出贡献。

习近平会见
巴拿马国民大会主席

新华社日内瓦 12月 3日电 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 3日发表年度报告
称，2017年中国国内专利、商标、工
业品外观设计等各类知识产权的申
请量都位列全球第一，有力推动了
全球知识产权申请的增长。

这份名为《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的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知识产权
申请量再创新高。其中，专利申请
量达到 317 万件，实现连续 8 年增
长；全球商标申请活动总量为 1239
万类，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申请总量
达到124万。

具体而言，在已支付申请费的
专利申请数量上，2017年中国国家
知识产权局受理的申请数量达到创
纪录的 138 万件，远高于排名其后
的美国（61万件）、日本（32万件）、
韩国（20.4 万件）以及欧洲专利局
（17万件）。这前五位的专利申请总

量占全球总量的84.5%。
2017 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受理的商标申请活动数量最多，约
为 570 万类，其次是美国和日本。
工业品外观设计方面，中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受理的申请占全球申请总
量的 50.6%，远超排名其后的欧盟、
韩国、土耳其和美国。

此外，报告首次推出的创意经
济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 11个国家
在贸易、教育与科学、技术与医疗这
3个领域的出版业收入达到2480亿
美元。中国报告的净收入最高，达
到2024亿美元。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
西斯·高锐表示，“在短短几十年中，
中国从无到有建立了知识产权制
度，鼓励本土创新，并加入了全球知
识产权引领者的行列，如今正在推
动全球知识产权申请的增长。”

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

中国知识产权申请量世界领先

新华社巴拿马城 12月 3日
电 当地时间 12 月 3 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巴拿马城和巴
拿马总统巴雷拉共同会见出席
中国—巴拿马经贸合作论坛的
双方企业家代表。

习近平指出，中巴建交为
两国各领域合作开辟了广阔前
景。两国经贸合作从来没有像
今天这样丰富，双方企业界的
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
密。两国企业界是中巴合作的
主力军，双方要抓住良好机遇，
努力扩大合作。中国真诚向各
国开放市场，欢迎包括巴拿马
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家到中国
投资兴业，也鼓励中国企业到
巴拿马开拓发展，实现共同发

展繁荣。两国企业家应该担起
社会责任，生意做到哪里就要
在哪里播下友好的种子，项目
建在哪里就要在哪里树起友谊
的丰碑。希望两国企业家开拓
进取，开创中巴合作更加美好
的未来。

巴雷拉表示，长期以来，巴
拿马和中国工商界通过运河、港
口和科隆自贸区保持着联系。
两国建交以来，经贸合作日益密
切。我们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
巴拿马投资，并把巴拿马作为向
拉美辐射业务的基地，助力巴拿
马和本地区的发展，实现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合作共赢。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
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和巴拿马总统
共同会见中巴企业家代表

12 月 4日，观众在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
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
览”上参观红旗“E·境”
概念车（左）。截至当
日，在北京国家博物馆举
行的“伟大的变革——庆
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
型展览”自开展以来，累
计参观人数已超过 90
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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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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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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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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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