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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忠，又名李宗
学，1910 年出生在山
东掖县。早年到东北
谋生。后在吉林等地
从事革命活动。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赴苏
联学习，并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36年3月，东北
人民革命军第2军改编
为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
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
同年8月，他率部到辽
宁省抚松县大碱场兵工
厂开展工作，突遭日军“讨伐队”袭击。李学忠指
挥部队奋勇反击，激战中，李学忠身负重伤牺牲，
年仅26岁。

刘志丹：
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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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1903 年
10月出生于陕西省保
安县（今志丹县）金汤
镇。1924年冬加入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春转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

1936年3月，刘志
丹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
役，挺进晋西北，迭克敌
军。4月14日在中阳县
三交镇战斗中亲临前线
侦察敌情，不幸左胸中
弹，壮烈牺牲，年仅33岁。

刘志丹，1903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保安
县（今志丹县）金汤镇。1922年考入榆林中
学。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冬受
党指派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年秋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担任中共
陕西省委秘密交通工作。1928年4月，参与
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
会主席。同年秋，任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
会书记，在陕甘边从事兵运工作。

1931年10月，刘志丹与谢子长等组建西
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后改编为中国工
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开辟
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此
后，相继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
参谋长、红26军42师师长、中共陕甘边军事
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把陕
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
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

1935年9月，刘志丹任红15军团副军团
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劳山战役。后任北路军
总指挥兼第28军军长、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
堡警备司令。他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
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的影响下，
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28军参加东征
战役，挺进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中
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亲临前线侦察敌情，不幸
左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为纪念他，
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
名为志丹县。 据新华社

李学忠，又名李宗学，1910年出生在山
东掖县。早年到东北谋生。后在吉林等地从
事革命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赴苏联
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冬，李学忠回国赴东满地区工
作。1935年5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
军正式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
员，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在李学忠的主持
下，第2军政治部号召广大群众和人民革命
军等抗日武装联合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反
日斗争。

此时的抗日武装根据地，斗争形势十分
严峻。为打破敌军的封锁，集聚更多抗日力
量，成立不久的第2军开始西征。李学忠主
动请缨，率领两个连150余人组成远征队，希
望打通与杨靖宇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联
系。经过艰苦跋涉与多次血战，10月初李学
忠的远征队在濛江那尔轰与杨靖宇部胜利会
师。东满、南满两大游击区，由此有了紧密的
联系。这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和南满省
委的成立，打下良好的基础。

1936年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改
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李学忠任政治部
主任。同年8月，他率部到辽宁省抚松县大
碱场兵工厂开展工作，突遭日军“讨伐队”袭
击。李学忠指挥部队奋勇反击，激战中，李学
忠身负重伤牺牲，年仅26岁。 据新华社

李学忠：
烈火淬炼真男儿

应急管理部发布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改革过渡期身份标识牌
应急管理部近日发布公告称，根据中共

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公安消
防部队、武警森林部队退出现役，成建制划归
应急管理部，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自2018年10月10日零时起，至国家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制式服装配发前，原公安
消防部队、武警森林部队和警种学院人员停
止使用武警部队制式服装和标识服饰，统一
穿着无武警标识的作训服，并在作训服左兜
盖上方佩带消防救援队伍身份标识牌。

应急管理部同时发布了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人员标识牌式样及佩戴规则。标识
牌由应急管理部统一制作，配发对象为在编
在职干部、队员和消防专业院校学员。凡不
在配发范围内的人员，一律不得佩戴消防救
援队伍人员标识牌。消防救援队伍管理指挥
干部、专业技术干部、高等专科学校学员佩戴
干部标识牌，消防救援队伍队员、消防员学校
学员佩戴队员标识牌。 据新华社

英烈档案

英烈档案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0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从三方面对美国所谓“重建
中国”论调进行驳斥，敦促美方端正心
态、尊重事实，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
责。

有记者问：最近美国领导人多次
声称，过去20多年，美国对华贸易产
生了巨额逆差，送给了中国大量财富，
相当于美国“重建”了中国。中方有何
评论？

陆慷说，美国领导人的说法把中
国的发展成就归功到美国身上，不仅
完全不符合事实，逻辑上也根本站不
住脚。

第一，任何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

都是靠自己。中国迄今取得的巨大发
展成就，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
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靠的是
坚定不移推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靠的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当然，中国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
敞开大门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合作。
作为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发展
不可能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恩赐。恐怕
也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实力来“重建”
中国？！

第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多重
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方在今
年9月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
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中，已对此作了

全面的阐述，概括地说，美对华贸易逆
差是由中美两国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
格局决定的。对此美国的经济学家早
有公论。中国的对外贸易一贯遵循市
场规律，做的是公平买卖。美国从中
国买的多、向中国卖的少，特别是在向
中国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方面自我设
限，自然会出现逆差。美方就此指责
中方，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第三，中美双边贸易绝非所谓美
国送给中国财富的“单行道”。长期以
来，美国从中美经贸合作中获得广泛、
巨大的经济利益。根据美中贸易全国
委员会等机构估算，中美贸易平均每
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成

本。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6年
美国企业实现在华销售收入约6068
亿美元，利润超过390亿美元。德意
志银行今年6月发布的研究报告认
为，美国实际上在中美双边贸易过程
中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商业净利益。
这些数据和分析都说明，中美经贸合
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吃亏做买卖
的事没人愿意干，更别说长达20多
年。

陆慷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端正心
态、尊重事实，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
责，正确看待中国、中美经贸关系，多
做有利于中美两国工商界和消费者的
事。 据新华社

中国迄今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靠的是坚定不移
推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靠的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当然，中国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敞开大门
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合作。作为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恩赐。恐怕也没有
哪个国家有这个实力来“重建”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三方面驳斥
美国“重建中国”论调

药品药品//

包括12个实体肿瘤药
和5个血液肿瘤药

本次纳入药品目录的17个药品
中包括12个实体肿瘤药和5个血液
肿瘤药，均为临床必需、疗效确切、
参保人员需求迫切的肿瘤治疗药

品，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直
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多个癌
种。

17个谈判药品与平均零售价相
比，平均降幅达56.7%，大部分进口
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
家或地区市场价格，平均低36%。

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充分
体现了对医药创新的重视和支持，
17种谈判抗癌药品中有10种药品
均为2017年之后上市的品种。

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胡静林
说，这次纳入目录的抗癌药都是近
几年新上市的药品，专利的存续期
还比较长。通过医保对这些优质创
新药的战略性购买，可以起到促进
和推动医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以
研制更多更好的创新药惠及广大患
者。

难度难度//

大部分药处“专利期”
大幅降价背后有策略

此次谈判抗癌药，均为治疗血
液肿瘤和实体肿瘤所必需的临床价
值高、创新性高、病人获益高的药
品。这些药大部分都还处于独家专

利保护期限内，谈判难度非常大。
德国默克公司的谈判代表谈判

的是西妥昔单抗注射液，主要治疗
结直肠癌，2017年第一轮国家药品
谈判时，就有西妥昔单抗注射液，但
是最终谈判失败。这一次谈判，对
于国家医保局和企业来说，双方都
想找到一个平衡点，以什么样的价
格能够谈判成功。

根据数据显示，西妥昔单抗注
射液2017年的平均价格为4200元
左右。整个谈判过程持续了30多分
钟，最终双方达成一致，签订了价格
协议书。谈判后的价格由4200元
降到1295元。

制药企业看中中国市场，采用
“以价换量”的策略，以降价换取销
量。而国家医保谈判专家采用“以
量换价”的策略，最大限度将价格降
下来，此次谈判成功的17种药品，最
终的价格全部比周边国家或地区要
低。这样的结果，谈判双方都付出
了巨大的努力。

下一步的重要工作是争取早日
让群众尽早能买到降价后的抗癌
药，让谈判成果社会效益最大化、让
广大参保人实实在在享受到医保改
革的红利。 综合央视、新华社等

纳入医保报销目录
大幅降价！平均降幅达56.7%

抗癌药

今年6月，国家医疗保
障局新一轮抗癌药医保准入
专项谈判工作开始启动，44
个目录外独家抗癌药经过专
家评审和投票遴选，并征得
企业意愿，最终17个药品获
得谈判成功。

10日，国家医疗保障局
印发了《关于将17种药品纳
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
类范围的通知》。17种抗癌
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与平
均零售价相比，平均降幅达
56.7%。

本次纳入药品目录的
17种药品

◎12种实体肿瘤药
◎5种血液肿瘤药
◎涉及非小细胞肺癌、
肾癌、结直肠癌、黑色素
瘤、淋巴瘤等多个瘤种

药价

◎与平均零售价相比，
平均降幅达56.7%
◎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
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
价格

被纳入医保报销目录的西妥昔
单抗。 新华社发

·人物·
“美国优先”

外交政策的急先锋
黑莉1972年1月生于南卡罗来纳

州班伯格市，现年46岁，是印度裔美
国人，父母是印度裔移民。黑莉获得
克莱姆森大学会计学士学位后，曾在
多家企业就职，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2004年，黑莉当选南卡罗来纳州
众议员，此后两度连任。2010年，黑
莉成为南卡罗来纳州第一位女性州
长，并在2014年连任。2016年11月，
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特朗普宣布，将
任命黑莉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此
后，她轻松通过参议院批准程序，于
2017年1月25日高调宣誓就任。

在任内，黑莉奉行“美国优先”政

策，在朝核、伊核、巴以等问题上坚持强
硬的单边主义立场，并被广泛视为在美
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单边主义不得人心，黑莉的“交易
艺术”也越来越显无力。她无法让安理
会其他成员同意在决议中批评巴勒斯
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无法说服英法这
类传统盟国支持美国对伊核协议的批
评。美国政治网站评论说：“黑莉的联合
国经历告诉人们，想通过公共外交欺负
包括盟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必将失败。”

虽然遭到不少批评，但对黑莉个
人来说，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一职为
她的履历增光。美媒分析说，黑莉现
在进可攻退可守，政治前途无量。其
政策立场符合共和党的主流，有朝一
日入主白宫也并非没有可能。

·分歧·
在诸多问题上

与特朗普不“合拍”
种种迹象显示，黑莉在诸多问题上

与特朗普并不“合拍”。在总统选举期
间，她在共和党内初选时先后支持鲁比
奥和克鲁兹，并对特朗普的多项政策提
出批评。即便在特朗普赢得初选后，黑
莉也表示，她虽然会在大选中投票支持
特朗普，但并不是其“粉丝”。她在出任
常驻联合国代表后还公开表示，不认同
特朗普颁布的“禁穆令”，认为不应以宗
教和出身区分移民。

美联社注意到，特朗普说黑莉大
约半年前提出离职想法。一名要求不
公开姓名的美国政府高官说，当时恰
逢迈克·蓬佩奥就任国务卿、约翰·博
尔顿就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黑
莉曾公开表达不满，认为两人成为特
朗普强硬政策的新代言人后，她的话
语权遭削弱。

此外，半年前的4月，黑莉与白宫
围绕对俄制裁的分歧罕见公开化。黑
莉抢先经由媒体宣布，美国将出台对
俄新一轮制裁，但最终未果。白宫后
来解释，政府计划有变、黑莉未获通
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
库德洛暗示黑莉“搞糊涂了”，遭黑莉
坚决否认。

黑莉突然辞职让国务院和国会两
党措手不及。国务卿蓬佩奥对媒体表
示，黑莉是个“好搭档”。参议院外事委
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鲍勃·梅嫩德斯则
发表声明称，此举再次反映出美国政府
在外交政策领域的混乱局面，他对黑莉
留下的职位空缺和她的离职给国家安
全带来的影响“深感担忧”。 据新华社

美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
意外辞职引猜测
黑莉：不会参加2020年总统竞选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9日
在白宫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妮
基·黑莉一同与媒体记者见面，宣
布黑莉将于今年年底离职；他可能
在今后两三周内宣布接任人选。

黑莉表示，提出离职并非出
于个人原因，她相信岗位轮换的
重要性。她还未确定接下来的工
作计划，但不会参加2020年美国
总统竞选，届时她将支持特朗普
竞选连任。

黑莉在距11月6日国会中期
选举不足一月时请辞，让不少人
意外，引发媒体诸多猜测。

·请辞·
特朗普用“了不起”
赞美她的业绩

据白宫网站消息，特朗普在
宣布黑莉离职前不吝用“难以置
信”“了不起”等词汇赞美黑莉所
做工作，说她“明白事理”。

特朗普说，黑莉“大概6个月
前”告知，希望两年任期结束时能

“短暂休息”。“因此今年年底时，
黑莉将离开。”

回应接任人选时，特朗普说，
可能“今后两三周内”，“也可能更
快”宣布决定。9日晚些时候，他
在总统专机上告诉随行记者，已
拟出5人候选名单，包括曾任总
统中东事务助理的迪娜·鲍威
尔。鲍威尔是埃及裔美国人、黑
莉好友，今年初离职。

当记者提及现任美驻德大
使、曾任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
言人的理查德·格雷内尔时，特朗
普说，格雷内尔不在候选名单上，
但他“绝对”会考虑，只是他宁愿
格雷内尔留任现职。

特朗普大女儿伊万卡当天通
过社交媒体宣布，不会接替黑莉。

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说，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左）将于今年年底离职。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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