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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11月
27日，在对西班牙王国进行国事访问
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班牙《阿贝
赛报》发表题为《阔步迈进新时代，携手
共创新辉煌》的署名文章。文章如下：

阔步迈进新时代
携手共创新辉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很高兴应费利佩六世国王邀请，
访问美丽富饶的西班牙王国，开启
我这次出访欧洲、拉美并出席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
的行程。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当前，
国际形势正在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世
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
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已经
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同时，我们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特别是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
头。我这次出访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
同往访国家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领导
人一起探讨加强国际社会团结，完善
全球治理，发展伙伴关系，深化友好合
作，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西班牙是欧洲文明古国，这里人
杰地灵、文化灿烂，曾在人类社会发展
史上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和西班牙虽
然地理位置相距遥远，但早在2000多
年前，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就将古都

长安同西班牙的塔拉戈纳联系在一
起。中国的丝绸和茶叶在驼铃声中穿
越亚欧大陆来到西班牙。明代，西班
牙人庞迪我将西方天文、历法引入中
国，高母羡将儒家著作《明心宝鉴》译
成西班牙语。塞万提斯在作品中多
次提及中国，其不朽名著《堂吉诃德》
在中国广为流传。历史表明，尽管相
距遥远，但中西文明交相辉映、相互
吸引，坚持走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
道路。

197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西班
牙王国建立了外交关系。45年来，历
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中西双方始终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推动
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这是互信不断加深的 45
年。45年间，两国保持高层交往势
头，在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
题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为双边
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政治基础。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起
步初期，西班牙政府向中方伸出友谊
之手，提供的帮助对中国发展工业技
术、改善设施条件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发生后，中西双方同舟共济、互利合
作、共克时艰。

——这是合作不断密切的 45
年。45年间，两国经贸合作平稳顺利
发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1979年中西双边贸易额首次达到1

亿美元，2017年突破 300亿美元大
关。西班牙已经成为中国在欧洲不可
或缺的经贸合作伙伴，中国也是西班
牙在欧盟外第一大贸易伙伴。连接义
乌和马德里的中欧班列为两国货物运
输提供更多选择，成为共建“一带一
路”的早期收获。双方在能源、电信、
金融、环保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
也不断推陈出新，为两国务实合作提
供后续动力。

——这是文化不断交融的 45
年。中文和西班牙语是世界两大重要
语言。45年间，两国在语言文化等领
域合作蓬勃发展。费利佩国王担任王
储期间，曾大力推动塞万提斯学院落
户北京。今年，西班牙语正式列入中
国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越来越多的西
班牙青年在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孔
子学院学习汉语，体验中华文化。雷
林科等当代西班牙汉学家笔耕不辍，
中国大量西班牙语工作者将西班牙语
言文化之美传递到中国。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
是西班牙进行宪法改革40周年。中
西在新时代加强合作，同解时代命题，
共谋发展大计，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新
责任。我愿通过这次访问，同贵国领
导人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共同传承
中西友谊，深化互利合作，为中西关系
开启一个更加美好和辉煌的未来。

第一，我们要提升两国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水平，夯实双边关系政治基

础。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同西班牙关系，愿同西方保持高
层互访势头，加强两国政府、议会、政
党、地方等交往，始终相互理解、相互
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牢牢
把握中西关系正确方向。

第二，我们要加强两国发展理念
交流和战略对接，做好双边关系发
展顶层设计。中方始终视西班牙为
在发展道路上携手前行的好伙伴，
愿充分发挥两国经济互补优势，用
好各类合作机制，加强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同西班牙“亚洲发展战略”、
地中海走廊建设对接，并积极拓展
第三方市场合作，在更大范围内实
现互利共赢。

第三，我们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
拉紧双边关系利益纽带。中国将继续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落实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
理念。希望双方继续秉持开放包容
态度，拓宽双向投资，密切贸易往
来。我们将每年举办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愿同西班牙在内的各国分享
中国市场的机遇和潜力。双方要充
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先进制造业、
信息产业、绿色经济等领域交流合
作，优化合作平台，创新合作模式，打
造双边合作新的增长点。

第四，我们要扩大两国人文交流，
厚植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民心相通是
中西关系长远发展的根本保障。双方

要不断拓展文化、教育、旅游、体育、青
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扩大两国航空
联系，为双向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
措施。中西都是文化遗产大国，双方
可以深化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合作。中
方也愿加强同西班牙在大熊猫饲养、
繁育等方面合作，让大熊猫成为两国
友谊世代传承的使者。

第五，我们要密切两国国际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
西方密切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
十国集团等国际多边组织内的对话和
沟通，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全球治
理、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上加强配合和协调，共同维护多边主
义和自由贸易，做国际秩序的推动者
和捍卫者。

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15周年。中国一贯坚定支持欧洲
一体化，乐见一个团结、稳定、开放、繁
荣的欧洲。当前形势下，继续深化中
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双方共同
利益。西班牙是欧盟重要国家，也是
中方在欧盟内的好朋友和好伙伴。我
们希望并相信西班牙将继续在欧盟内
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
定发展。

西班牙思想家加塞特说，“志向远
大方能进步，目光长远才能前行”。中
方期待着同西班牙一道努力，共享机
遇，共迎挑战，携手谱写中西关系新篇
章，开创属于两国人民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在西班牙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阔步迈进新时代 携手共创新辉煌

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广告

航天一代
“干航天，就得敢于牺牲”

1958年，一列闷罐火车行驶在中
国西部，所经站牌都被草帘子遮得严
严实实。

车上载着的，是从朝鲜战场秘密
归国“执行特殊军事任务”的第20兵
团将士。柳晗的爷爷柳焕章、奶奶张
淑娟也在其中。

他们的目的地是一望无际的戈
壁，任务是在荒凉沉寂的戈壁滩里修
铁路、建机场。直到两年后，他们才知
道，他们正在建设的是中国首个导弹、
卫星发射场。

面对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柳焕
章夫妇和战友们一起吃沙枣、喝碱水、
睡帐篷、住地窝。没有大型机械，他们
就手拉肩扛，把一根根枕木、一条条钢
轨铺设到位。仅用两年多时间，他们
就在茫茫戈壁建起了我国第一个综合
导弹试验靶场。

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国

产地地导弹——“东风一号”腾空而
起。1966年10月27日，我国进行第一
次导弹和原子弹结合试验。1970年4
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
这里起飞，《东方红》乐曲响彻寰宇。

“小时候，爷爷经常把我搂在怀里
讲述‘两弹一星’的故事。”柳晗回忆
说，那时，爷爷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
是“干航天，就得敢于牺牲”。

航天二代
美好年华献给航天事业

对于柳焕章的这句话，柳晗的父
亲柳林感受更为刻骨铭心。

柳林出生于1962年，那个时期，
发射场建设正处于艰难的起步阶段。
柳林说：“父母整天忙工作，一到上班
时间就把我锁在家里。等下班回来，
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连哭的力气
都没了。”

柳晗的母亲韩丽玲同样是“航天
二代”，童年也是在柳晗姥爷姥姥没日
没夜的加班中“稀里糊涂长大的”。

后来，柳林和韩丽玲双双考入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中专，毕业后
又自然而然留在了戈壁，顺理成章成
为了“航天一代”的同事。

柳林夫妇接过父辈衣钵奋斗的年
代，也是中心铸就辉煌的年代，一枚枚
火箭、一颗颗卫星的顺利升空，标志着
我国逐步成为航天大国。

但在关心儿子这个问题上，柳林
夫妇的做法比老一辈更显得“无情”。

柳林在一个点号工作，每周只能
回家一次，周末赶上值班或者有发射
任务，经常一个月都见不到他。“那时
最盼望的是周末我们一家三口也能像
其他家庭一样，一起去水库玩一玩。”
柳晗说，“我就是在父亲一次次的许诺
和一次次的食言中长大的。”

1992 年，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上
马。此时，已经成长为单位技术骨干
的柳林，忙得像个陀螺，一个月回不了
几趟家。与丈夫一样，韩丽玲虽然在
电视台当记者，但工作并不轻松，根本
没时间照顾年幼的柳晗。

至今，柳晗都对“小纸条”的故事

记忆犹新。有段时间，他每天放学回
家，准会在饭桌上看到妈妈留下的小
纸条：“给你两块钱，出去吃碗牛肉
面。妈妈今晚加班，你写完作业早点
睡觉。”

“在我的印象里，我们一家三口在
一块儿生活的最长时间，是我上大学
放寒假时的那一个月。”柳晗说。

航天三代
“那里有一家人热爱的

航天事业，我必须回去”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柳林夫
妇为了航天事业公而忘私、牺牲小我的
举动，在柳晗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烙印。

2011年6月，柳晗顺利从兰州理
工大学毕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他毅然作出选择：“我生在中心、长在
中心，那里有一家人热爱的航天事业，
我必须回去。”

近些年，中心执行的航天任务向
着高密度常态化快速发展，柳晗和同
事们夜以继日地奋斗在任务最前线，

助力一枚枚火箭、一颗颗卫星、一艘艘
飞船顺利升空。

2013年7月23日，柳晗和妻子李
倩上午抽时间领了结婚证。当时，柳
晗兴奋地对李倩说：“晚上下班后，咱
们去吃顿好的，好好庆祝一下。”

此前，李倩在北京国贸一家公司
上班。为了支持柳晗的工作，她放弃
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茫茫戈壁。

没想到，任务指挥所临时决定晚
上加班，柳晗回到宿舍已经深夜。推
开房门，看到妻子仍在等他回来的那
一刻，柳晗鼻子不由一酸。

2014年10月，柳晗的女儿柳沐
萱来到了这个世界。新生命的降生，
让初为人父的柳晗欣喜不已，愧疚也
随之而来——由于发射场基建技改任
务很重，柳晗天天加班加点，几乎没时
间照顾女儿，以至于被他轻轻一抱，孩
子就会“哇哇”大哭。

“我有个愿望，就是希望女儿长大
后，也能做一个航天人。”柳晗说。

(新华社酒泉11月27日电 李国
利 许京木 陈金秋)

成立于1958年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60年间，中心科技人员柳晗一家三代人
扎根大漠，“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把美好年华都奉献给了祖国的航天事业。

据新华社太原11月27日电（记者许雄）嘉康
杰，1890年出生，山西夏县人。早年参加辛亥革
命、反袁斗争和五四爱国运动。曾两次留学日本。
1921年回到家乡，致力于平民教育，先后在夏县、
运城等地，创办以太小学、夏县平民中学、运城河东
中学等学校，积极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将一批
进步青年培养成为革命骨干。期间，多次参加和领
导反对军阀政府和地主劣绅的斗争运动，曾被反动
当局逮捕入狱。1927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晋南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
坏。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嘉康杰临危受命，先后
担任中共河东中心县委书记、河东特委组织部长
等职，致力于重建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他不畏
艰险，长期深入基层群众中间，积极开展工作。到
1933年，在当时晋南36个县中的32个县建立了
党的领导机关，在农民中发展了400多名党员，把
党的组织由青年学生群体发展到社会各阶层，特
别是贫苦农民当中。

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嘉康杰响应
红军的行动，在夏县策动了中条农民武装暴动，建
立红军游击队，担任总指挥。

1937年11月，中共河东特委委托嘉康杰在
闻（喜）夏（县）一带为八路军扩兵500名，他出色
地完成了任务，受到表彰，使河东党组织圆满完成
了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交给山西省委的扩兵任
务。12月，中共北方局在临汾召开山西党的活动
分子会议，刘少奇称赞嘉康杰是河东“群众领袖”。

1938年1月，嘉康杰赴延安“抗大”学习，5月
受组织派遣回河东从事敌后游击战争。先后担任
中共晋豫特委（后改为晋豫地委）委员、军事部长、
晋豫边游击支队供给部长等职，率领游击队战斗
在中条山区，配合主力部队多次挫败日军的进
犯。1939年9月，在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第一次代
表会议上，当选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委员，并被选为
出席中共七大的候补代表。会后，他担任了中条
地委委员、民运部长。

国民党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嘉康杰在晋南地区
的影响力，1939年11月18日，在返回中条地委驻
地的路上，嘉康杰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不幸牺
牲，时年49岁。

一家三代人的航天不了情

中央财政下达2019年专项扶贫资金

9百多亿元助力脱贫攻坚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郁琼源）

记者27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近日，中央财政提前
下达全国28个省区市2019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预算909.78亿元，约占2018年中央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1060.95亿元的86%。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地方预算完整性，加快
支出进度，帮助地方提前谋划和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此次提前下达的909.78亿元中，安排资金120
亿元，继续重点支持西藏、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
州、甘肃临夏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并将资金分解到
具体区、州。

河东“群众领袖”嘉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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