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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中 夏 ，
1894 年 10 月
生 ，湖 南 宜 章
人。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工人
运 动 的 领 袖 。
1933 年 5 月 被
捕，当年9月21
日英勇就义。

邓 中 夏 ，
1894 年 10 月
生 ，湖 南 宜 章
人。1914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7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转入哲学系学
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北京学生联
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的行动。
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邓中夏、高君
宇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同年10月，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
员为骨干，发起组织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
织，李大钊为书记，邓中夏成为中国共产党
最早的党员之一。

从1920年4月起，邓中夏长期在北京
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主办工人劳动补习学
校，建立工会，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
干力量。1922年5月1日，他作为长辛店工
人的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
动大会，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同年7月，他出席党的二大，参与二大宣言和
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被选为中央委
员。不久，他又先后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参与创办
《中国青年》杂志。1923年他受李大钊推荐
参加创办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
任总务长。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
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留在广州工作，不久参
与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他坚决主张
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受中央派遣到九
江，与李立三、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开会，
分析形势，提出建议。随后，参加党的八七
会议，坚决拥护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
武装起义的方针，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
补委员。1928年3月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
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任中华全国总工会
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1930年7月，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
海。不久，中央任命他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
根据地，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后改
为红三军）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
军事委员会委员，与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
湘鄂西的武装斗争。1932年调回上海坚持
秘密斗争，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
书记。

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工作时被
捕，随即被叛徒供出身份。1933年9月21
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邓中夏英勇就义，时
年39岁。

吉 鸿 昌 ，
1895年出生于河
南省扶沟县吕潭
镇，抗日英雄，爱
国将领。1934年
11月在天津法租
界被军统特务暗
杀受伤，并遭逮
捕，之后被杀害于
北平陆军监狱。

吉 鸿 昌 ，
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因家
境贫寒，只间断地念了两年书。1913年入
冯玉祥部当兵，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从
士兵递升至军长。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
人称“吉大胆”。1930年9月，吉鸿昌所部
被蒋介石改编后，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
30师师长，奉命“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但他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对“围剿”红军
态度消极。

1931年8月，吉鸿昌被蒋介石解除兵
权，强令其出国“考察”。临行前，恰逢“九一
八”事变，吉鸿昌发电报向蒋介石请命：“国
难当头应一致对外，愿提一师劲旅，北上抗
日，粉身碎骨，以纾国难。”未得允许，遂环游
欧美，发表抗日演说，寻求国际声援。

1932年，吉鸿昌在上海“一二八”抗战
炮声中回到祖国后，随即联络与发动旧部，
为抵抗日本侵略奔走呼号，并毁家纾难，变
卖家产6万元购买枪械，组织武装抗日。
1932年深秋，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在中共北方组织的领导
与帮助下，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抗日武装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建立，
吉鸿昌任第2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
兼察哈尔警备司令，率部进攻察北日伪军，
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将日军驱
出察境。

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
策，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
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吉鸿昌率部战斗
至10月中旬，弹尽粮绝而失败，随后潜往
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1934年，吉鸿昌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
法西斯大同盟，被推为主任委员，秘密印刷
《民族战旗》报，宣传抗日，联络各方，准备
重新组织抗日武装。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
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并遭逮捕，后引渡
到北平军分会。敌人使出种种手段，迫害
逼供，吉鸿昌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
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
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
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
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
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11月
24日，经蒋介石下令，吉鸿昌被杀害于北平
陆军监狱，时年39岁。 据新华社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
于9月3日至4日举行，国家主席习近
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中非合作论坛第七届部长级会议
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商务部部长钟
山同南非外长西苏鲁、贸易和工业部
长戴维斯共同主持会议。53个中非合

作论坛非方成员国外交部长和主管对
外经贸事务的部长或代表以及非盟委
员会高级代表出席。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非合作论坛成
立18周年。18年来，作为中国与非洲
国家集体对话和务实合作的重要机制，
论坛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南南合作的
典范和国际对非合作的旗帜。面对国

际局势的新变化和中非各自发展的新
需要，中方将以召开论坛北京峰会为契
机，与论坛各成员方一道，进一步深化
传统友谊，加强团结协作，携手构建更
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推动中非关
系迈上新台阶。王毅表示，在北京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
建设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构想，宣

布中方对未来加强中非合作的倡议和
举措，这些倡议和举措顺应非洲各国
人民的普遍愿望和非洲大陆发展的现
实需求，必将深化中非合作共赢，助力
非洲发展振兴。在论坛各成员方共同
努力下，相信本次峰会将成为加强中
非团结合作的一次历史性盛会。

综合新华社、央视

中非合作无疑是当下最
热的关键词。

据商务部8月28日
公布的最新数据，2017年，中非贸易
额达1700亿美元，是2000年的17
倍；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31亿美
元，是2003年的40倍。

或许正因这份成绩单太夺目，外
界、尤其是西方时不时冒出所谓“撒
钱论”等抹黑论调。

其实，中国将非洲视为平等的伙
伴，中非合作始终坚持互利共赢、共
同发展。在合作过程中，非洲获得了
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机遇，中国企
业、中国标准、中国产品也积累了“走
出去”的经验，双方共同探索和实践
南南合作的新模式。

资金来源是一套“组合拳”
中国在非项目的资金来源越来

越体现出多样化、灵活性高、因地制
宜等特点，无偿援助和低息贷款的占
比很小，还有优惠性质贷款、股权投
资等多种融资模式。

比如，拉姆港项目完全由肯尼亚
政府出资；马达加斯加9号国道修复
项目由非洲开发银行、石油输出国组
织和马达加斯加政府联合出资；卢旺
达基加利市政道路改扩建工程由中
国提供优惠贷款等。

从“输血”变“造血”
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尊崇“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更注重培养
非洲内生增长能力。也唯有非洲自
身造血功能增强，真正激活发展，才
能保障中非合作成果。

中非合作总是精挑细选对非洲
经济增长和转型有重要作用的突破
口。比如，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
塔说，连接肯尼亚东部港口城市蒙巴
萨与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对肯尼
亚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1.5%，将推
动肯尼亚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转
型。

中非合作也高度重视创造就业、

培养人才。据初步统计，中非“十大
合作计划”实施以来，中国企业在非
洲已建成和在建的项目已为非洲国
家创造近90万个就业岗位。

比如，吉布提国际自贸区7月5
日举行了开园仪式。据主要承建方
之一的招商局集团常驻吉布提代表
李尧介绍，自贸区投产后可创造
6000多个直接就业岗位和近 1500
个间接就业岗位，预计到2025年可
创造逾5万个就业岗位。

在修建蒙内铁路过程中，中国
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当地直
接创造工作岗位 4.6 万个；扩建了
肯尼亚铁路培训学校；帮助肯尼亚
高校开设铁路工程系；在施工现场
建立技术人员培训基地，累计培训
当地员工 4.5 万人次；组织大批肯
尼亚青年赴中国学习铁路运营；帮
助女性就业，肯尼亚从此有了第一
批女火车司机。

从“移交即走”到“建营一体”
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在非建设、贸

易和投资，可以积累拓展海外市场、
企业管理、资本运作、法律法规、风险
规避等“走出去”的宝贵经验。

总有人臆测，中国企业在非洲又
苦又累建完了项目就走人，“为他人
作嫁衣裳”？

其实，随着自身实力提升，越来
越多中国企业在非洲不满足于承包
商的角色，逐渐开始向产业链上下游
拓展。

比如，中国路桥在承建蒙内铁路
工程的同时，也签署了运营及维护合
同。中国路桥轨道交通事业部副经
理陈三安说，这标志着中国铁路“走
出去”正从工程建设走向产业链上下
游，有助于带动中国铁路装备、产能
全方位“走出去”。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2日发表文
章，承诺坚守内阁所制“脱欧”蓝图，不
向欧洲联盟作任何妥协。

但英国媒体报道，特雷莎·梅所属
保守党有部分议员反对这一蓝图，正
在着手起草另一份脱离欧盟的计划。

“契克斯计划”
特雷莎·梅2日在英国《星期日电

讯报》发表文章，就英国政府设计的
“脱欧”蓝图、无协议“脱欧”以及是否
举行第二次公投等事宜阐述观点。

英国2016年经由公民投票决定
脱离欧盟，定于明年3月29日正式脱
离。英国和欧盟希望今年10月底以
前达成“脱欧”协议，留给双方议会足

够长时间，用以批准这份协议。
今年7月，特雷莎·梅召集内阁成

员在首相乡村官邸契克斯别墅会商
后制定一份“脱欧”蓝图，获称“契克
斯计划”。

“契克斯计划”提议英国“脱欧”后
在境内设立“货物自由贸易区”，保留
与欧盟一致的贸易规则和产品标准，
以确保英国与欧盟国家之间包括农产
品在内的货物自由流通，同时避免英
国北爱尔兰地区与欧盟成员国爱尔兰
之间出现“硬边界”。

方案同时提议，服务业遵循英方
制定的监管法规，意味着服务业进入
欧盟市场不再适用关税同盟和单一市
场成员待遇；英国可以与其他国家自

主签订贸易协定；中止欧洲法院对英
国事务的司法管辖权；移民管控等涉
外事务不再受欧盟约束。

特雷莎·梅写道：“我不会就‘契克
斯计划’作让步，那不符合我们的国家
利益。今后几个月对我们国家的将来
至关重要，我清楚自己的使命。”

保守党“内讧”
“契克斯计划”遭遇保守党内部部

分成员反对。一些“脱欧”支持者认
为，这项方案意味着英国“脱欧”后在
经济领域仍将受制于欧盟。

两名时任内阁要员、“脱欧”事务
大臣戴维·戴维斯和外交大臣鲍里斯·
约翰逊今年7月相继请辞，以对抗“契

克斯计划”。他们认为，这项计划立场
不够强硬，将让在公投中选择“脱欧”
的民众失望。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日报道，
保守党多名“脱欧派”议员正在着手起
草另一份“脱欧”方案，旨在弃用“契克
斯计划”。他们将在今年9月底召开的
保守党年度会议前发布新方案。

按路透社的说法，英国政府与欧
盟谈判进入关键期之际，新方案将对
特雷莎·梅构成更大压力。

特雷莎·梅2日在文章中重申，如果
英国与欧盟无法就“脱欧”协议达成一
致，她不排除“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
她认定，英国不会就“脱欧”举行二次公
投，因为那将是一种“背叛”。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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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烈档案

邓中夏：
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

民族英雄吉鸿昌：
恨不抗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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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烈档案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今日开幕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新闻纵深

抹黑论背后
还是“以己度人”
所谓“撒钱论”等种种抹黑论恐

怕还是“以己度人”。过去几十年
中，非洲对外合作经常处于不平等
地位，被强加了很多政治上的不合
理要求。而中非合作的一大特点是
平等，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著有《龙的礼物——中国在非
洲的真实故事》的美国学者布罗蒂
加姆就曾指出，欧美国家对非关系
侧重于单一援助且附加援助条件，
而中国更乐于以双赢为目标、以平
等伙伴的姿态面对非洲，展开集合
了援助、投资和贸易等多途径的有
效实践，“不少非洲人挺喜欢这种平
等的交往模式”。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近日，
新华社播发英文视频《非洲为啥欢
迎中国伙伴》，就引发海外网友点赞
中非合作对“双赢”的追求。有网友
表示：所谓“新殖民主义”和“债务陷
阱”的指控正是西方自身罪行的证
明，他们只能用自己犯过的罪行来
指责中国。中国在非洲的行为不是
由西方媒体来评判的，只有盲目听
信西方主流媒体的人才会在意。还
有一位网友称：祝贺中国和非洲国
家间明智的双赢伙伴关系，这有助
于推动所有参与国家的和平、繁荣、
安全与成功。

据新华社

英国首相死守“脱欧”蓝图
特雷莎·梅说不会进行“二次脱欧公投”

三件事告诉你三件事告诉你，，中非双赢是这样做到的中非双赢是这样做到的

撒钱论

1

2

3

在肯尼亚内罗毕马萨雷，一名
志愿者（右一）给学生们上课（2016
年8月2日摄）。 新华社发

2018年6月1日拍摄的列车停靠在肯尼亚蒙内铁路蒙巴萨站。由中国承建的蒙巴萨－内罗毕标轨铁路（蒙内铁路）全长约480公里，于2017年5月通车。 新华社发

◀旅客在肯尼
亚蒙内铁路内
罗毕站自拍。

▼2018年6月
3日，列车停靠
在肯尼亚蒙内
铁路内罗毕站
（航拍照片）。

新华社发

▽

别再用别再用

抹黑中国抹黑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