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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4月 13日电 漫步
在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
村的林荫小道上，远望蔡锷故居，它
背靠蔡家山，坐东朝西，三间正房带
一间小侧屋，结构保留着清代同治
光绪年间的建筑特征，为悬山顶土
砖、上盖小青瓦单层的普通农舍。
这里曾经是蔡锷小时候生活过的地
方。

“废旧制蔡公去矣，正气昭昭怀
典范，开新业锷刃存之，雄心勃勃展
鸿猷。”跨过这块石牌坊就进入了蔡
锷乡，它不仅起着划分地界的作用，
还代表着人们对革命先驱蔡锷将军
的无限怀念。蔡锷乡原名蒋河桥
乡，上世纪90年代人们为纪念蔡锷
特改名为蔡锷乡，而后村民修建了
这块石牌坊，供后人观瞻。

在蔡锷故居工作的讲解员廖文
婷说，蔡锷将军是从湖南邵阳走出
去的著名讨袁护国、再造共和的政
治家、军事家，毕生致力于救国救
民。他在政治和军事上才华横溢，
善于把握时局，富余胆识和谋略，可
惜他英年早逝。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
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近代伟大的爱
国主义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民
主革命家。

蔡锷年少求学时忧国忧民、奋
发图强，13岁中秀才，15岁入湖南
时务学堂，17 岁赴日留学。1900
年，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发动的自
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复返日本，
改名为锷，投笔从戎，入成城学校习
军事，立志流血救国，于 1904年冬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蒋百
里、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

归国后，蔡锷先后在江西、湖
南、广西、云南编练新军，整军经武，
培养军事人才，为反清革命殚精竭
虑。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
他在云南积极响应，发动和领导了
昆明新军“重九起义”，一举推翻了
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并被推举为
云南军政府都督。督滇期间，蔡锷
在维护云南及其周边统一和稳定的
同时，领导军政府在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
具有民主革命性质的改革，对于推
进云南经济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了重
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1915 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蔡
锷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救国于危难，
毅然与唐继尧、李烈钧等在云南举
义，兴兵讨袁，并抱病亲任护国军第
一军总司令，率兵赴川南与袁军顽
强作战，最终迫使帝制取消，共和恢
复。蔡锷也以再造共和之殊功，被
誉为护国元勋。

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任四川
督军兼署省长，致力治川，但因喉疾
加剧，赴日就医，1916年 11月 8日
病逝于福冈医科大学医院，年仅34
岁，次年 4月 12日，被国葬于岳麓
山，为民国国葬第一人。

“蔡锷将军的一生短暂而辉煌，
他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
流，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
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他
既继承了勤奋、俭朴、清廉的传统美
德，又深受西方先进思想浸染，竭尽
毕生心血捍卫民主与法治，不惜献出
生命。”研究蔡锷将军史料的邵阳市
政协文史研究员曾胜程评价说。

如今，蔡锷将军去世已有 102
年，蔡锷故居周边也已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每年前往谒拜和参观者络
绎不绝。据介绍，2006年，蔡锷故居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也是湖南省省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省级全民国防教育基
地、省级红色旅游景区（点），每年接
待海内外游客约30万人次。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护国元勋蔡锷

蔡锷像（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4月 1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
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社北京 4 月 13 日电 国务
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13 日应询表
示，我们已多次表明坚定反对“台
独”的严正立场。我愿再次强调，我
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
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
裂图谋和行径，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

有记者问，据悉，解放军4月18日
8时至24时将在台湾海峡水域进行实
弹射击军事演习。两岸舆论普遍认
为，这是大陆针对台湾行政机构负责
人赖清德近期“台独”言论以及岛内

“台独”组织推行“台独”分裂活动发出
的警告，请发言人予以说明。马晓光
在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国发展进步离不开世界，世界

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掀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

章，开启了加强中国同世界交融发展

的新画卷”，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

坛发表主旨演讲，着眼亚洲和世界的

美好未来，深情回顾了改革开放 40 年

来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大历

程，郑重宣示了新时代开启中国同世

界交融发展新画卷的坚强决心，为世

界和平与发展注入了中国信心。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和世界共

同发展进步，走过了万水千山，可谓一

路风雨一路歌。40 年砥砺奋进，中国

人民开辟了中国道路，凝聚了中国力

量，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书写了国家和民

族发展的壮丽史诗；40年春风化雨，中

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抱世界，成功

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

大转折，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了中

国贡献。今日之中国，是世界经济增

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是世界和

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深刻印证了“世界好，

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这

一朴素命题，充分证明了习近平主席

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

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

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这一论断的深

刻哲理。

虽然我们已走过万水千山，但仍

需要不断跋山涉水。新时代开启中国

同世界交融发展新画卷，我们既面对

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潮流滚滚向

前的世界大势，也面对着挑战层出不

穷、风险日益增多的不利条件。当此

之际，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向

世界明确宣示：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

继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中国人民将

继续大胆创新、推动发展；中国人民将

继续扩大开放、加强合作；中国人民将

继续与世界同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

献。这是义无反顾的中国抉择，是顺

应时代大势的中国行动，充分展现了

中国为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大国

担当，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

国人民携手同行的真诚愿望。

事要去做才能成就事业，路要去

走才能开辟通途。未来总是充满希

望，也充满挑战，但我们不能因现实复

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

弃追求。在新时代，按照习近平主席

所要求的，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将

改革进行到底；坚定不移贯彻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增强人民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定不移奉行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形成陆海

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深信，中国的明

天一定更美好，世界的未来也一定更

美好。面对“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

芒熠熠生辉”这一各国人民的普遍期

待，世界各国着眼本国和世界，着眼全

局和长远，同心协力、携手同行，就一

定能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变成现实。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只要我们顺应

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

应人民共同期待，自觉担负起时代使

命，中国同世界交融发展的新画卷一

定更加恢弘壮阔，我们生于斯、长于斯

的这个星球必定能建成一个和睦的大

家庭。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据海关
统计，一季度我国出口3.54万亿元，增
长7.4%；进口3.21万亿元，增长11.7%；
贸易顺差3261.8亿元，收窄21.8%。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13日
在国新办举行的一季度进出口情况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世界经济
延续复苏态势，国内经济稳中向好。一
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75万
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9.4%。

具体来看，一般贸易进出口快速增
长，比重上升。一季度，我国一般贸易进
出口3.93万亿元，增长13.2%，占我国进
出口总值的58.3%，比去年同期提升2
个百分点。贸易方式结构进一步优化。

对前三大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增
长，与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增势较好。一季度，我国对欧盟、美国和
东盟进出口分别增长 8.2%、6.3%和
13.7%，三者合计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41.2%。同期，我国对俄罗斯、波兰和哈
萨克斯坦等国进出口分别增长20.5%、
16.6%和 16.2%，均高于总体增幅。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继续提升。
一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2.59万亿
元，增长14.5%，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38.3%，比去年同期提升 1.7 个百分
点。其中，出口 1.64 万亿元，增长
11.9%，占出口总值的46.4%，继续保持
出口份额居首的地位，比重提升1.9个
百分点，进口9459.2亿元，增长19.4%。

此外，中西部进口增速高于全国整
体，机电产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仍
为出口主力。铁矿砂进口量微减，原
油、大豆等商品进口量增加，进口均价
涨跌互现。

黄颂平表示，总的看，一季度我国
进出口总体形势较好，但国际环境不确
定因素依然较多，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外
贸进出口平稳运行将面临一些挑战。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单行本出版

国台办谈解放军台湾海峡水域军演：

我们有意志、信心和能力
挫败任何形式“台独”

一季度我国贸易顺差3261亿元

开启中国同世界交融发展新画卷
——四论习近平主席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评论员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

关键一招，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

征程上，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

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出水平。”在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

定经济特区建设的历史功绩，深刻总

结经济特区建设的宝贵经验，对办好

经济特区提出明确要求，对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作出重大部署，充分体

现了在新时代新起点上继续把全面深

化改革推向前进、形成更高层次改革

开放新格局的坚定决心，为新时代改

革开放再出发指明了前进方向。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

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今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30 年来，海

南主要经济指标实现数十倍甚至百倍

增长，从一个边陲海岛发展成为我国

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海南经济特区

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

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个

生动缩影。40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

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

深化改革，我们党带领人民在开启改

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中，开辟了中国道

路，释放了中国活力，凝聚了中国力量，

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

伟大跨越，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

壮丽史诗。

海南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改

革开放 40 年来的伟大征程，充分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

之路；充分证明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

步，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证明改革

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

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

的重要法宝；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兴

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

的；充分证明人民是改革的主体，是推

动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

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这是一条

正确之路，正是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

大革命，让我们成功开辟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动了社会主义

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让社会主义中

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这是一条强

国之路，正是改革开放极大解放和发展

了社会生产力，使我们稳居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位置，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是一条

富民之路，正是改革开放让 7亿多贫困

人口成功脱贫，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

的中等收入群体，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

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

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

状者，机遇属于勇于创新、永不自满

者。在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

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

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

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

度体系。这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积

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大举措。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发扬敢闯

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推动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中国人民一定会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自信、越

走越自豪。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南海之滨，改革开放春风浩荡。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博鳌亚洲

论坛2018年年会、在海南考察并出席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
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释放出对外开放
再扩大、深化改革再出发的强烈信号，
吹响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激昂号角。

总结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

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
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
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30周年——2018年，正是
这样一个特殊年份，让中国重温历史，
给世界昭示未来。

昔日的天涯海角，封闭落后；今天
的发展热土，生机勃勃。

30年间，海南主要经济指标实现
数十倍甚至百倍增长，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一
个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
幸福的新海南正在呈现。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40
年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 5
个经济特区不辱使命，在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中谱写了勇
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在体制
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对外
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作用，为全
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
出了重大贡献。

40载风雨兼程，40年沧桑巨变，
中国人民用双手谱写了改天换地的壮
丽史诗——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
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
备国；

40年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国内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以美元计
算，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4.5%；

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
从贫困走向小康，现行联合国标准下
的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

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
……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昭示世

人，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通向
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

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上下求索、
锐意进取，既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又注重对外开放、合作共赢，既坚持社
会主义制度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方向，既“摸着石头过河”又加强顶
层设计，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总结新经验，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

纪念，是对过往奋斗历程的经验
总结，也是一次面向美好未来的出征
誓师。

“中国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也一定
能够成功！”习近平总书记的铿锵话语，
由衷表达了中国人民勇往直前的自信
与豪迈。

回答时代之问
——“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善

于拨云见日，把握历史规律”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
“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

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
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
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习近平总
书记作出了高瞻远瞩的重大论断。

历史昭示当下，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必须将改革进行到底。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刻总
结经济特区建设的宝贵经验，在新时
代新起点上继续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
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强大动力。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在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
我国最大的国情”，要“从源头上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规划馆，他指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开健康；
在海口市石山镇施茶村，他深入了解
乡村振兴发展……

走过万水千山，仍需跋山涉水。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来到新的节

点，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的阶段，需
要拿出披荆斩棘的勇气和滚石上山
的韧劲。

世界风云变幻，中国沧海桑田。
回望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
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
了世界！

“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亚洲前途
在哪里？”“开放还是封闭，前进还是后
退”——

“我认为，回答这些时代之问，我
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善于拨云见日，
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在博鳌
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审时度势，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当今世界，和平合作的潮流滚滚
向前，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变革
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

面向未来，“我们要相互尊重、平
等相待”“我们要对话协商、共担责任”

“我们要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我们要
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我们要敬畏自
然、珍爱地球”……习近平总书记为全
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肯取势者可为人先,能谋势者必
有所成。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全方位扩大
开放，这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内
生需要，也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的
决策，必将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发展
注入强大正能量。

坚定鲜明宣示
——“在新时代新起点上继

续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

走过了4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下
一步路向何方？新的历史关口，中国
如何推动对外开放再扩大、深化改革
再出发？

这个春天的海南之行，习近平总
书记向中国与世界作出了坚定鲜明的
宣示：“在新时代新起点上继续把全面

深化改革推向前进”。
三十而立的海南，如何把经济特区

继续办下去，而且办得更好、办出水平？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海南指明
了前进的方向——

“新时代，海南要高举改革开放旗
帜，创新思路、凝聚力量、突出特色、增
创优势，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新标杆，形成更高层次改革
开放新格局。”

在琼海，考察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规划馆，察看国产磁控胶
囊胃镜机器人等先进医疗设备；在三
亚，走进超级水稻展示田，同袁隆平院
士等农业科技人员亲切交谈；在海南
省政务数据中心，察看旅游、防灾减灾
方面应用演示，关心信息化建设……
对创新的高度重视，贯穿了习近平总
书记海南考察的行程。

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在庆祝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一系
列重磅改革措施的宣布，再次彰显出
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的坚定
决心和鲜明态度。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
越开越大！”4月 10日，在博鳌亚洲论
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
记发出了对外开放再扩大振奋人心的
宣示。

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
比限制，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
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相当幅度降
低汽车进口关税……习近平总书记从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
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
动扩大进口等4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

“重磅开放举措”，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赞
誉。

春潮又涌动，扬帆再奋发。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乘
着浩荡东风，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
击楫勇进、破浪前行，驶向伟大复兴的
光辉彼岸。

（据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
——一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特区3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又是春潮涌动时
——习近平总书记海南之行释放新时代改革开放新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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