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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照耀雪山
这是“难得的馈赠”
10日清晨5点，摄影爱好者“水星

人”便早早醒来。起床第一件事儿，就
是上楼顶。

“水星人”的家在郫都区，站在27
楼楼顶往西眺望，天刚蒙蒙亮，世间万
物仿佛笼罩在一层蓝色的薄纱中。5
点半左右，远处的天边，群山的影子越
来越清晰。“昨晚听说龙泉山上可以看
到星空，想着今天天气应该不错，果不
其然。”“水星人”说。

“赶快起床了，今天雪山效果绝对
巴适。”见到眼前这般场景，“水星人”
兴奋地在“雪山群”里吼了起来。

太阳渐渐冒出头，淡红色的光线
洒下，远处，“高清版”的雪山开始一一
亮相——幺妹峰、大雪塘、九顶群山、
华西雨屏……

“今天效果真的太棒了。”一边拍
照，“水星人”一边忍不住感叹。从6月
8日开始，这已是连续第三天成都可遥
望雪山了，对于在平原上追山已有8年
时间的“水星人”来说，这是“老天爷难
得的馈赠”。

“连续三天看到雪山的情况不多，
而且都是雨后初晴第一天效果最好，
但这一次，第三天的效果反而远远超
出前两天。”“水星人”不停地按动快
门，在4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他两台相
机拍下了5个多G的照片，“太爽了！”

一周5天看雪山
追峰人犹如“过节”
就在“水星人”兴奋地捕捉雪山倩

影的同时，家住温江的“锦城夜雨”、家
住成都东门的“猎户座”等数名“平原
追峰人”也都在忙着按快门。

“起来晚了，不过，今天天气很争
气，雪山很慷慨。”在成都追雪山7年的

“锦城夜雨”说道。因为前两天连续早
起拍山，他有点“来不起”，“没想到第
三天了，还能出现这么棒的效果。”上
午8点，当他起床拉开窗帘，窗外的一
幕，让他惊呆了，“太清楚了。”

原本还在后悔起晚了，可直到上午
10点半，雪山仍清晰可见。“一般到了太
阳出来后，水汽上来了，观测条件就没那
么好了，雪山就隐藏起来了，今天能持续
这么长时间，很少见。”“锦城夜雨”说。

上一周，对于这群在平原上追峰
的人来说，充满着惊喜。4日，也就是
上周一，雪山拉开新一周的帷幕；5日，
世界环境日，雪山应景地出现；8日，雨
后初晴，雪山再度现身；9日、10日，雪
山都没缺席。可以说，整整一周，尤其
是 10日这一天，平原追峰人就像过
节。“一次拍个够，现在还堆着好多照
片没有处理呢。”“锦城夜雨”说。

新华社青岛6月10日电 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10日
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常设机构负责人、观
察员国领导人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
出席会议。与会各方共同回顾上海合作组
织发展历程，就本组织发展现状、任务、前
景深入交换意见，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协调立场，达成了广泛共识。

6月的青岛，风景如画。国际会议中
心外，碧海蓝天，与会各国国旗、上海合作
组织会旗和与会国际组织旗帜迎风飘扬。
上午11时许，会议正式开始。

习近平在开幕辞中首先感谢各方一年
来对中方担任上海合作组织主席国工作的
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指出这次峰会是上
海合作组织实现扩员以来举办的首次峰
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欢迎印度
总理莫迪、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首次以成
员国领导人身份出席峰会。

习近平随后发表题为《弘扬“上海精
神”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习近
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7年来，走过

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取得了重大成就。
我们以《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遵循，
构建起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
设性伙伴关系。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
的重大创新，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为地
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今天，上海
合作组织是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
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国际影响力不断提
升，已经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维护国
际公平正义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始终保持
旺盛生命力、强劲合作动力，根本原因在于
它创造性地提出并始终践行“上海精神”，
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
明、谋求共同发展。当今世界，国际关系
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安全
稳定是人心所向，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
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
望。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提倡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
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
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

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破解时代难题，化解
风险挑战。

习近平强调，“上海精神”是我们共同
的财富，上海合作组织是我们共同的家
园。我们要继续在“上海精神”指引下，同
舟共济，精诚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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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量。我
们要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兼顾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不断增强组织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

第二，筑牢和平安全的共同基础。我
们要强化防务安全、执法安全、信息安全合
作，促进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未来3年，
中方愿为各方培训2000名执法人员，强化
执法能力建设。

第三，打造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
擎。我们要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加快地区贸易便利化进程。中
方将在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框架内设
立300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贷款。

第四，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

带。我们要扎实推进教育、科技、文化、旅
游、卫生、减灾、媒体、环保、青少年等领域
交流合作。未来3年，中方将为各成员国
提供3000个人力资源开发培训名额，愿
利用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为各方提供气象
服务。

第五，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的伙伴网
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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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方愿同各成员国
一道，本着积极务实、友好合作的精神，全
面落实本次会议的共识，支持下一任主席
国吉尔吉斯斯坦的工作，携手创造上海合
作组织更加光明的美好未来。

印度总理莫迪、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
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
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俄罗斯总统普京、塔
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米尔济约耶夫，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阿利
莫夫、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
会主任瑟索耶夫，阿富汗总统加尼、白俄罗

斯总统卢卡申科、伊朗总统鲁哈尼、蒙古国
总统巴特图勒嘎，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
明娜先后发言。他们高度评价中方为推
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所作贡献和在担任
主席国期间所作工作，积极评价上海合作
组织接收印度、巴基斯坦加入的重要意
义。各方一致表示，将继续遵循“上海精
神”，不断巩固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
域务实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巩
固和发展多边贸易体制，在国际法准则框
架内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再次受到了广
泛欢迎和支持。

会议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会议新闻公报》、《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致青年共同寄
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在上
海合作组织地区共同应对流行病威胁的声
明》。

会前，习近平同与会各方在迎宾厅集
体合影。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会议。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举行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幺妹峰、大雪塘、九顶群山、华西雨屏……

在成都，有一种好天气，叫“又见雪山”。6月10日，成都人的朋友圈，铺天盖地的雪山靓照“袭来”，
这已是成都连续第三天“开门见山”了。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东郭沧江合，西山白雪
高。”一千多年前，杜甫就用文字记录了成都遥望雪山的经历。一千多年后，一群“平原追峰人”，则用镜
头将雪山的壮美身姿呈现在了大家面前。

成都连续三天遥望
“雪山群”不断壮大，到目前，群

成员已从最开始的4人，增加到400
多人。

对于这群“平原追峰人”来说，
2016年7月14日是个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下午，大雨过后的成都开始放
晴，西边现出连绵群山。太阳在四姑
娘山身后慢慢落下，幺妹峰沐浴在霞
光中，亭亭玉立。

“可遇不可求的美景，太惊艳
了。”正是这一天，网友“猎户座”成为
了“追峰人”中的一员，而那天拍下的
照片，也是他到目前最满意的一张。

2017年6月5日，距离成都直线
距离240多公里的“蜀山之王”贡嘎
山惊喜亮相。这历史性的一刻，被

“追峰人”们从多个方位捕捉，从此，
成都能看到 6000 米以上雪山的纪
录，刷新到了7000米级。就在一个
月后的7月14日，贡嘎山再次亮相。

2017年，西边高海拔山峰出现
在“追峰人”镜头里的次数，超过了
50次。而就在今年，这些山峰已经
21次露脸。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吴冰清

图由受访者提供

“九天开出一成都，千
门万户入画图。”一直以
来，成都受到老天爷的偏
爱，这里的人们，身在闹市
的繁华，但一抬头，也能与
诗和远方相逢。

成都，一座难得的开
车2小时就可以亲近大雪
山的城市。从成都出发，
向北 120公里的汶川，有
海拔 5314 米的羌山之王
小雪隆包；向西北 160公
里，是海拔4000多米的巴
朗山；向西南 200多公里
外，还有海拔7556米的贡
嘎山……

雪山无言，亘古与天
府相伴。2012年，来自各
行各业的一群人，因为看
雪山，走到了一起，建立了

成都首个雪山群，用镜头
与雪山“对话”。

春夏之交，好天气频
频露脸，是“抓”雪山的好
日子。尤其是遇上头天下
大雨第二天出太阳，雪山
群里总会发出“预警”，这
个时候，大家都会不约而
同地把闹钟定好，期待着
与雪山的“约会”。

为了在城市里有更好
的观山条件，购房时，“锦
城夜雨”专门选择了位于
城西一套30多层的高层公
寓，并且选择了大部分人
不愿选择的朝西的户型。
这不只是个例，据了解，不
少“追峰人”都选择西北方
向的高楼安家，并将房子
称为“雪景房”。

偶遇诗和远方
有人专门在城西买房

西边高海拔山峰
今年已21次露脸

新 闻 链 接

6月10日，摄影爱好者“水星人”拍摄的幺妹峰。

6月10日，摄影爱好者“锦城夜雨”拍摄的成都第一高峰大雪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