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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经
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2018年9月18日14
时30分至14时53分在全市行政区域内试鸣三
种防空警报试鸣演练信号。14时30分“预先警
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时间三分钟）；
14时40分“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十五
遍（时间三分钟）；14时50分“解除警报”：一长鸣
声（时间三分钟）。

防空警报试鸣演练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正
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并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

成都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关于防空警报试鸣演练的通告

震后赴俄疗养
那里的小朋友很热情

那场地震，让郭幸芝见到很多令人难过
的场景。获得疗养机会后，这个13岁的小
女孩既期待又有些忐忑。出国之前，她被安
排到成都进行了10天的培训，主要是学习
一些简单的俄语。

2008年7月19日，郭幸芝和其他100
多名灾区孩子抵达了位于俄罗斯南部的克
拉斯诺达尔，这是一座位于黑海边的城市。
到访那天，天特别蓝，海水也特别蓝，她的心
境一下开阔不少。

“小鹰”营地是俄罗斯著名的营地之一，
可以容纳2000多人。除了到访的中国孩子
之外，营地里还有很多参加夏令营的俄罗斯
孩子。郭幸芝记得，那些俄罗斯小朋友都很
热情，“会很主动跟我们打招呼”，这让她觉
得很温暖。

营地为孩子们安排了游泳、冲浪、攀岩、
游戏、舞蹈、唱歌等活动，让大家每天都过得
很充实。

造访克里姆林宫
见到时任俄罗斯总统

俄方甚至还专门安排孩子们前往莫斯
科，造访克里姆林宫，郭幸芝见到了时任俄
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据当时俄塔社报道，这次见面进行得十
分亲切随意，梅德韦杰夫当时还将一名年龄
最小的9岁男孩抱了起来。其中一个小姑
娘希望可以亲一下梅德韦杰夫，也得到梅德

韦杰夫同意，随后梅德韦杰夫亲吻了每位中
国小朋友。

在营地里，郭幸芝还认识了几位俄罗斯
朋友。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娜塔莉亚的
大一学生，因为学的是汉语专业，娜塔莉亚
来夏令营当志愿者，两个人交流主要借助同
样不太流畅的英语和肢体语言。慢慢熟悉
之后，郭幸芝开始给娜塔莉亚介绍家乡江油
的风景和美食。

离开夏令营的时候，两个人还互留了邮
箱。通过邮件交流，两人聊到各自的近况和
身边发生的事情。虽然已经很久没有联系，
但郭幸芝觉得“把这些回忆和感触放在心间
的感觉会更加长久”。

俄罗斯人的友善
让压抑的心情得到平复

光阴荏苒，通过努力学习，2013年，郭
幸芝考入北大法学院。

当年离开俄罗斯的时候，几个同学曾约
定十年后要重回“小鹰营地”。如今，郭幸芝
再度赴俄参加十周年纪念活动，不过稍微遗
憾的是，她去的不是黑海边的“小鹰”营地，
而是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海洋”营地，那
里同样接待过当年地震灾区的四川学生。

“十年之前的俄罗斯之行，整个过程都让
我印象深刻，也带给我很多回忆和感动，”郭幸
芝回忆说，当年她和其他同学从灾难的环境中
走出来，在异国他乡遇到了那些热情友善的
人，让当时压抑的心情得到了安慰和平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代睿

一封来自海洋的信
祝捡瓶的朋友幸福快乐

告别那天，“海洋”中心组织了一个孩
子们扔硬币的仪式。

就要别离，席浚斐感触良多，心有不
舍。为了记下这份情缘，他拿出纸和笔，郑
重写下了心愿与祝福：“Welcome to
China!来自海洋的信！我在俄罗斯我很想
念我的祖国——中国。我为我生在中国，
长在中国非常高兴。中国很美，很美。俄
罗斯的人民非常的热情好客……我祝愿特
别是你——捡到瓶子的人幸福、快乐、健
康、自由……姓名：席浚斐”。他将这封信
装进一个塑料瓶里，抛向蔚蓝色的大海。

4个月后，这个漂流瓶被“海洋”中心一
个工作人员捡到。席浚斐没有想到，这也
为他和俄罗斯之间续写了一段情缘。

“海洋”负责人奔走
帮北川男孩圆了留学梦

2011年，席浚斐听说“海洋”中心负责
人马尔佐耶夫到了北京，在中央电视台的
帮助下，他见到了阔别三年的马尔佐耶夫
爷爷。席浚斐向马尔佐耶夫爷爷讲了两个
心愿：希望再回到“海洋”中心和希望去俄
罗斯读书。

2012年9月，席浚斐受邀再次来到“海
洋”中心与老朋友们重逢。席浚斐离开了，
马尔佐耶夫却一直为他的心愿奔走。

高考那年，席浚斐想学俄语。阴差阳
错，他考上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在四川省教育厅、中俄两国教育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2014年 5月5日，一个好
消息传来：席浚斐被俄罗斯远东联邦大
学录取了。当年10月26日，他抵达俄罗

斯符拉迪沃斯托克留学，学习外国区域
研究学。

学习期间，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学
校内没有中国留学生会。而远东联邦大学
的中国留学生达到了1830余人。2017年
2月22日，在中国驻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
克总领事馆的支持下，“远东联邦大学中国
留学生会”宣告成立。

在俄罗斯，席浚斐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也架起了青年之间交流的桥梁。在他的影
响下，他的两位同学今年9月来到四川大
学留学。

对于未来，席浚斐已有了规划：在俄罗
斯读完研究生后回国报效祖国，肩负起发
扬和传承中俄友谊的重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田怡席秦岭

10年前，“5·12”汶川特
大地震发生后，俄罗斯“海
洋”全俄儿童中心、“小鹰”营
地敞开怀抱，为一群来自汶
川特大地震灾区的孩子擦去
泪水，抚慰伤痛。在中俄两
国领导人的共同关爱下，前
后共有1570名灾区少年赴
俄疗养。离开时，一双双眸
子洗去灰尘，渐渐变得澄澈
安宁。

8年前，时任中国国家副
主席的习近平专程来到“海
洋”全俄儿童中心考察并深
情致谢：孩子们亲身体会到
俄罗斯人民的友爱、善良、温
暖，应验了“大爱无疆”这句
中国人常说的话，真爱没有
国界。2013年3月，就任中
国国家主席后，习近平首次
出访的第一个国家选择俄罗
斯，并再次谈到中俄之间的
这段友谊。

今年9月9日，数十名四
川灾区孩子代表重回“海洋”
全俄儿童中心，共赴“十年之
约”。他们的故事，讲述着中
俄友好的深情厚谊，更展现
着跨越山海的人间大爱。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中俄地方领导人对话会

共同开启中俄地方合作新时代

北川男孩与“海洋”中心再续情缘

漂流瓶续写传奇
北川男孩重返俄罗斯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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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赴俄“小鹰”营地疗养的江油女孩：

见到梅德韦杰夫
他亲吻了每位中国孩子

在俄罗斯“海洋”全俄儿童中心，至今仍流传着一个漂流瓶的“传奇”故事。故
事的主角，是北川男孩席浚斐。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俄罗斯政府邀请了1500余名灾区儿童分两批
在暑假赴俄疗养。北川中学的席浚斐是其中之一。

疗养期间，席浚斐和小伙伴们得到了俄罗斯朋友无微不至的关怀。离别时，席
浚斐将祝福与心愿装进一个漂流瓶，投入大海。4个月后，这只漂流瓶被“海洋”全
俄儿童中心的老师捡到。

2014年，席浚斐在时任“海洋”中心主任马尔佐耶夫的帮助下赴俄留学，就读于
远东联邦大学。在他的影响之下，两位俄罗斯朋友选择今年到四川大学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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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十年，四川江
油姑娘郭幸芝从北京出
发，第二次前往俄罗斯，
造访那个曾经给她带来
感动和温暖的地方。

2008 年“5·12”汶川
特大地震发生后，时任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邀请地震灾区学生赴俄
疗养，首批赴俄“小鹰”
营 地 的 中 小 学 生 共 有
184名，郭幸芝就是其中
之一。

那一年，13 岁的郭
幸芝是江油中学实验学
校的初一学生。如今，
已从北京大学法学院毕
业的她，回想起在俄罗
斯度过的短暂时光，仍
然觉得历历在目。

四川出发 一路向南

香港“红馆制造”
落地四川

P03

四川品牌大会

网红江喃
要给川酒川茶代言

P04

席浚斐与俄罗斯朋友在一起。

2008年7月，席浚斐在“海洋”中心疗养
时与俄罗斯朋友合影。

郭幸芝

报眼）习近平同普京举行会谈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9月1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1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认为，今年以来，中俄关
系呈现更加积极的发展势头，进入更高水平、更快
发展的新时期。一致同意，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
化，中俄都将坚定发展好两国关系，坚定维护好世
界和平稳定。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我同总统先生分别在
北京和约翰内斯堡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晤。中俄

保持密切的高层交往，体现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
和特殊性，也凸显了两国关系在各自外交议程中
的优先地位。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的政
治优势正在不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双
方相互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坚定支持对方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权益，树立
了大国、邻国关系典范。双方要巩固传统友谊，加
强全面协作，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再
攀高峰，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下转02版）

习近平同普京举行会谈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9月1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
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中俄地方领导人
对话会。

两国元首在听取双方代表汇报本次对
话会情况和中俄地方合作情况后，分别致
辞。

习近平指出，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和最重
要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拥有广泛共同利
益。双方加强合作，深化利益交融，有利于
携手化解外部风险和挑战，促进共同发展振
兴。地方合作在中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国家合作要依托地方、落脚地方、造福
地方。地方合作越密切，两国互利合作基础
就越牢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俄地方合
作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同时也迎
来了新的历史性机遇。

习近平就未来两国地方合作提出四点
建议。一要发挥地方政府作用，加强统筹协
调，切实优化政策环境，鼓励更多地方结好，
为两国企业相互投资营造更优质的营商环
境、更便利的合作条件。二要创新合作思
路，拓展合作地域，善用合作平台，发展好现
有机制，深入探讨推进区域合作新方式。三

要深挖互补优势，突出地方特色，实现合作
精准对接，整合优质资源，激发合作内生动
力，化优势为收获，打造合作亮点。四要密
切人文交流，强化合作的主流民意和社会基
础，推动两国地方文化、旅游、教育、媒体等
领域交流机制化、常态化，增进彼此好感和
认同感。

习近平强调，今年年初，我同普京总
统决定 2018 年至 2019 年举办中俄地方
合作交流年，将地方合作确定为今明两年
双方合作主线。中俄地方合作正当其
时。两国政府将支持各地方做大合作蛋

糕，共享合作成果。希望中俄两国各省州
代表借助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的东风，共
同开启中俄地方合作新时代，为两国关系
发展添砖加瓦。

普京表示，地方合作是俄中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重要组成部分。很高兴两国地
方开展了密切的经贸和人文交流合作。俄
罗斯政府欢迎中国企业来俄罗斯投资兴业，
愿继续为加强两国地方合作提供良好条件
和环境。新形势下，俄中双方要以地方合作
交流年为契机，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推进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增进民间友好，推

动两国地方合作取得更多惠及两国人民的
成果。

本次对话会的主题是“新时代的中俄地
方合作”。来自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
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
四川省、广东省等9个省、自治区的负责人和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后贝加尔边疆区、鞑
靼斯坦共和国、下诺夫哥罗德州、伊尔库茨
克州、莫斯科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雅罗
斯拉夫尔州、图拉州、车臣共和国等13个联
邦主体的负责人参加对话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