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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聚焦

国际聚焦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9日电（记者
周舟）美国航天局的卫星发现了世界上
最大的海藻带——大西洋马尾藻带，它
极盛时可横跨大西洋，延绵8850千米。

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团队研究美
航天局的卫星观测数据后发现，2018
年超过 2000 万吨的马尾藻漂浮在海
洋表面，比 200 艘满载的航空母舰还
重，从非洲西海岸延伸到墨西哥湾。

研究人员把这个海藻带命名为“大西
洋马尾藻带”，相关论文近日发表在美
国《科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发现，这个马尾藻带自
2011 年以来，除 2013 年外每年都暴
发。2011 年以前，这片区域的马尾藻
仅分散漂浮在墨西哥湾和北大西洋中
部西缘，2011年以后开始扩大，表明海
洋成分可能发生了变化。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英国
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创办的维珍
银河公司计划年内上市，将成为全球
首家上市的商业载人航天公司。

布兰森创立的维珍集团涉及航
空、消费产品等多个领域。2004年，布
兰森创办维珍银河公司，旨在为客户
提供太空旅行服务。维珍银河已获得
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商业太空发射执
照。

维珍银河计划于 2020 年上半年

开始首次商业载人飞行，布兰森将会
是首批乘客之一。来自 60 个国家和
地区的约 600人预订了该公司太空旅
游计划的飞船座位，每个座位票价为
20万至 25万美元不等。截至目前，客
户订金总规模已高达 8000万美元。

除了维珍银河之外，美国亚马逊
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创建的
蓝色起源公司和埃隆·马斯克的太空
探索技术公司都在涉足商业载人航天
项目。

新华社柏林7月9日电（记者 田
颖）德国联邦统计局 9 日公布该国
2018 年道路交通事故数据，2018 年交
通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均
比上年有所增长。德国骨科与创伤学
会 9 日就此数据发表评论，呼吁人们
重视交通工具多样化带来的道路安全
风险。

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 年
德国道路交通事故共导致 3275 人死
亡，比上一年增长 3%；39.6万人受伤，
比上一年增长 1.5%。

德国骨科与创伤学会在 9日发表
的公告中特别提到了电动滑板车等新
型电动交通工具。公告称，随着德国
批准电动滑板车上路，交通工具更加

多元化，而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参与
者的安全意识还没有随之跟上，存在
安全隐患。

学会专家斯佩林建议说，交通工
具更加多元，交通设施也应当跟进。
应该在道路上更好地区隔 4类交通参
与者：汽车、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行
人、电动滑板车，并且拓宽自行车道，
扩展自行车道路网。

今年 6 月 15 日，德国一项有关小
型电动交通工具的法规生效，批准电
动滑板车上路行驶。自批准以来，关
于电动滑板车安全的负面报道层出不
穷，比如许多电动滑板车驾驶者不遵
守交通规则、慕尼黑警方还发现 20多
起醉酒驾驶电动滑板车的案例。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齐中熙
宋昕桐）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7月 10日零时起，全国铁
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
国铁路暑期高峰日均增加客运能力 26
万个席位，部分旅客列车运行方案进
一步优化，铁路货运能力同步提升。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有
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此次列车运行图
调整，以满足暑期客流旺季运输需求
为重点,兼顾货运增量需求。调整内
容如下：

一是持续增开旅客列车。全国铁
路新投用一批复兴号动车组，更多旅
客将享受到复兴号动车组优质服务。
调图后，全国铁路日常增开直通旅客
列车 39 对，变更运行区段 54.5 对，变
更运行径路 16.5 对，其他调整 85 对。
在客流高峰期增开动车组列车 25对、

变更运行区段 2对。
二是优化调整部分城市列车始

发、终到、经停车站，以满足旅客需求、
提高运输效率。

三是更多内地城市与香港实现高
铁联通。增开重庆西、天津西、南宁
东、肇庆东、汕头至香港西九龙站动车
组列车，增加遵义、贵阳东、白洋淀、邯
郸东、岳阳东、衡阳东、梧州南、佛山西
等站办理直通香港客运业务，内地与
香港联通的高铁车站增至 58个。

四是南宁至广州、南宁至昆明和
兰新高铁哈密至乌鲁木齐等区段列车
运行时间大幅压缩。南宁至昆明动车
组最短运行时间达到 3 小时 43 分，压
缩 45分；广州至昆明动车组最短运行
时间为 7 小时 13 分，压缩 1 小时 10
分。兰新高铁哈密至乌鲁木齐间运行
时间压缩 25分。

全国铁路
10日起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

德专家呼吁
关注交通工具多样化带来的风险

美航天局卫星
发现世界最大海藻带

维珍银河将成为世界首家上市的
私人载人航天公司

7 月 9 日，在蒙古国首都
乌兰巴托市郊，俄罗斯车手马
克西莫夫（左）与俄罗斯车手
克罗托夫、领航员德米特罗在
比赛中竞逐。

当日，2019丝绸之路拉力
赛进入第三天，完成首个跨国
赛段比赛日，车手们从俄罗斯
乌兰乌德启程，跨越国境抵达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7 月 9 日，在美国首都华
盛顿，观众在“银色月光下：百
年月球影像”媒体预展上观看
由多幅照片拼接而成的高分
辨率月球照片。

当日，美国国家画廊举办
“银色月光下：百年月球影像”
媒体预展，展出从19世纪50年
代至 20世纪 60年代拍摄的约
50 幅月球影像。该展览是阿
波罗 11号飞船登陆月球 50周
年纪念活动之一，将于 7月 14
日正式对公众开放。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中美两国
元首在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期间举行
会晤，同意重启经贸磋商。多国专家学
者对此看法积极，认为这不仅符合中美
两国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经济。

荷兰国际集团德国首席经济学家
卡斯滕·布热斯基表示，中美两国元首
会晤释放了积极信号，给今年下半年中
美经贸摩擦缓和创造了机会。

米兰博科尼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经

济学家卡洛·阿尔托蒙特告诉新华社记
者，这一进展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助于
在困难时期重建市场信心。

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副主席埃
托雷·格雷科认为，中美重启经贸磋商

“是一个新起点”，但后面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作为跟中美两国都保持密切经贸
往来的新兴市场国家，印度尼西亚一直
对中美经贸磋商保持高度关注。印尼

两位知名经济学家日前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都表示，乐见中美两国重启
经贸磋商。

印度尼西亚大学教授、印尼前贸易
部长冯慧兰说，中美两国重启经贸磋商
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外界担忧。“中美两
国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贸易机
制进行协调并寻求解决方案。”

7 月 初 刚 刚 在 中 国 大 连 参 加 了
2019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冯慧兰还对

中国经济前景表示乐观。她说，中国有
足够的政策工具，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
雄厚的科技实力，以及日益繁荣的周边
市场，这都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
升级，中国经济前景总体向好。

印度尼西亚玛琅国立大学校长穆
尔宾·乔苏亚·森比林说，他对中美两国
经贸磋商前景保持乐观，“一体化的世
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贸易保护
主义不受欢迎”。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史
竞男 张文）2019年中国童书博览会将
于 7 月 17 日至 23 日在北京民族文化
宫举办，以“缤纷阅世界”为主题，推出
四大类、共计 108场次阅读推广活动，
为少年儿童营造良好阅读氛围。

记者从 10 日在京召开的中国童
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童
博会以“让中国的孩子读世界好书，让
世界的孩子读中国好书”为宗旨，汇聚
国内外主流出版发行机构和优秀作家
资源。现场将设置图书展示区、国际绘
本展区、国际插画展区、主题活动区、阅

读体验区等特色展区，展示展销 35000
余册精品少儿图书，涵盖绘本、儿童文
学、少儿科普、漫画、传统文化等类别。

据介绍，本届童博会的国际化程
度将大幅提升。知名国际童书出版品
牌都将亮相，还将展示 11个语种的国
际绘本及近百幅国际获奖插画作品。
此外，为让更多孩子爱上阅读，让更多
家庭支持阅读，童博会期间还将举办
故事大赛、绘本剧等一系列互动性、趣
味性活动。

据悉，本届童博会将面向公众免
费开放。

2019中国童书博览会将以108场
活动打造“缤纷阅世界”

多国学者认为中美同意重启经贸磋商发出积极信号

□ 新华社记者 朱超 袁汝婷 夏军

在巍峨雄伟的越城岭和都庞岭之
间，湘江如一条丝带静静北去。

青山历历，碧水悠悠；湘江两岸，
美丽如画。85年前，数万红军战士用
鲜血与生命，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
封锁线——渡过湘江。

这是一场攸关红军生死存亡之
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
部联名发出“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宣言，红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用生命
与鲜血打开一条通路。

这是红军长征出发后最壮烈之战。
重返红军血战现场，一草一木皆

忠魂。

牺牲：赴汤蹈火谱史诗

桂北灌阳新圩阻击战陈列馆，酷暑
挡不住瞻仰者的热情，馆内摩肩接踵。

简陋的武器、朴素的军装、烈士的
遗物……陈列品将人们的思绪拉到 85
年前。红军从湖南道县出发，强渡湘江
时，30 多万敌军已形成一个“口袋”，试
图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为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工农红军
奋不顾身，与装备优势巨大的敌人展开
了激烈的战斗。

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十五团和
军委炮兵营，在新圩阻击桂军进攻，受
命“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
天”。红五师参谋长、红十四团团长以
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都壮烈
牺牲。

红三军团第四师在界首光华铺打
响阻击战。在同一天内，红十团团长沈
述清和接任团长的杜中美相继牺牲。

红一军团第二师在脚山铺阻击湘
军三个师。敌军的兵力越来越多，在十

多架飞机掩护下，攻势越来越猛。五团
政委、已身负重伤的易荡平，在敌人逼
近时，要求警卫员对他开枪，警卫员不
忍心，他夺过警卫员的枪，将子弹射向
自己，宁死不当俘虏。

中央红军以巨大代价杀开一条血
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机关得
以顺利通过湘江。此役结束，红军由长
征出发时的 8.6万人减为 3万余人。

湘江沿岸仍保留着战场遗址，绿树
丛中隐现昔日的战壕。在这里找到的
红军遗骸，往往伤痕累累、残缺不全。
沿途各种各样的红军墓，有的宏伟高
大、有的只是一个小土堆；有的葬有将
士骨骸，有的仅是衣冠冢；有的刻有英
烈的名字，更多的是无名无姓。

据权威统计，红军在整个长征途
中，共作战 660余次。平均每行军一公
里，就有三四名红军永远倒下。就这
样，以热血和生命，谱写了长征这一“人
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

信仰：不惜身死救天下

长征途中，红军普通士兵年龄不到
20岁，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也只有 25岁。

他们为什么不惜青春生命？在采
访中，记者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回答高
度一致——信仰。

“红军赴汤蹈火、舍生忘死，最根本
的是对理想信念有执着追求，他们立下
了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为劳苦
大众的翻身解放而战斗。”湖南党史专
家蒋元神说。

在道县一座纪念馆里，记录了陈树
湘的人生轨迹。他出身于湖南一个贫
苦佃农家庭，在毛泽东、何叔衡等共产
党人影响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加
入中国共产党。他对党绝对忠诚，曾对
战士说：“我们始终服从命令听指挥，指
到哪里，打到哪里。”

湘江战役中，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
第三十四师担任后卫任务，在掩护中央
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被敌人截断，鏖战
到弹尽粮绝，因腹部中弹不幸被捕。

敌人抬着陈树湘向上级邀功领
赏。趁敌不备，他从伤口处掏出自己的
肠子，用力扯断后壮烈牺牲，年仅 29
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
后一滴血”的誓言。

一些红军将领出身于殷实富足之
家，但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毅然“背叛
自己的阶级”。出身湖南浏阳大户人家
的易荡平原名汤世积，18 岁加入共产
党，为支持革命不惜变卖家产。中共浏
东特委组建游击队时，他率先报名参
加，并在宣誓会上宣布改姓换名。

“我要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不
消灭反动派，决不放下枪杆子!从今天
起，正式改名易荡平。”易荡平牺牲时年
仅 26岁。

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灭！
“正因为革命理想高于天，红军将

士身上爆发出了精神的伟大力量，战胜
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付出了令人无
法想象的牺牲，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的伟大胜利。”兴安县红军长征史专家
陈兴华说。

“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
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红军将士把人
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是他们不怕牺牲、
前仆后继、一往无前的最大动力。”通道
县红军长征史研究专家胡群松说。

铭记：整装出发新征程

再走长征路，回望80多年前那段苦
难和辉煌，更知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

在八桂大地和三湘大地，昔日红
军战斗过的地方，很多已成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在“半条被子”故事发生

地湖南汝城县，记者见到了退休党员
陈志坚，他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先
烈们用生命和热血，换来了今天的共
和国。他们的事迹，既是‘感恩教育’
的生动样本，也是‘不忘初心’的经典
教材。”

湖南桂东县寨前镇是中国工农红
军长征史上的一个光荣名字。85年前，
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红六军团
从这里出发，为长征探路冲锋。

黄汉尤的父亲是历史见证人，他
常向儿子讲述当年的情景：河滩上站
着许多年轻的红军，他们衣着简陋，
很 多 人 负 伤 ，但 个 个 精 神 抖 擞 。 如
今，75 岁的黄汉尤一次次把红军故事
讲给后人听。他感到，红军先遣队最
值得学习的就是讲大局的牺牲精神，

“前方的千难万险，都由探路队伍遇
到、解决。”

“我想通过讲述当年红军故事，让
大家记住，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走得
再远，不能忘记曾走过的过去。”黄汉
尤说。

长征，永远在路上。初心，激励新
征程。

“如今我们走新长征路，虽然没有
了雪山草地，但一样要冲破各种艰难险
阻，需要我们继续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胡群松说。

30 多年前，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
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中写道：“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
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十一
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
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让我们沿着红军的足迹，大力继承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谱写新时代辉煌篇章！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重返红军血战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