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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作民：
尽忠报国

抗日捐躯的英雄

郑作民，1902年生于湖南省新田
县。1924年，郑作民考入黄埔军校第
1期。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
长等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国
民革命军第2军第9师代理副师长。
1938年晋升为师长。

1940年，郑作民指挥部队对日军
发起佯攻，以掩护部队转移，行至广西
上林县时遭到日军战机轮番袭击。郑
作民被炸弹击中牺牲，时年38岁。

郑作民，别名振华、文贝、治新，
1902年生于湖南省新田县。自幼家
境贫寒，靠父亲抬轿、挑煤炭、打短工
挣钱供读私塾、初小、高小，一直到甲
种师范。

1924年，郑作民考入黄埔军校第
1期。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
长等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国
民革命军第2军第9师代理副师长。
1938年晋升为师长。

1939年郑作民升任第2军副军长
兼9师师长。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徐
州突围战等战役。

1940年1月，为配合杜聿明的第
5军向日军强攻，收复昆仑关，郑作民
奉命率部驰援南宁。所部到达广西
昆仑关后，立即投入战斗，在其他部
队的协助下，收复了昆仑关。

1940年2月22日，日军凭借空中
优势，攻占宾阳，严重威胁昆仑关。3
月3日，郑作民所部奉命撤退。他指
挥部队对日军发起佯攻，以掩护部队
转移，行至广西上林县时遭到日军战
机轮番袭击。郑作民被炸弹击中牺
牲，时年38岁。

郑作民牺牲后，中共中央在延安
召开有党、政、军、民参加的追悼大
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分别题写挽
词：“尽忠报国”“为国捐躯”“取义成
仁”。 据新华社

默克尔接班人之战
现“两强争霸”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所属基
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定于7日选举
新主席。随着选举进入倒计时，“两
强”候选人弗里德里希·默茨和安妮
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加大攻势，
向党主席发起冲刺。

一些政治分析师说，从民意调查
结果看，两人所获支持率不相上下，
选战将相当激烈。

基民盟定于7日至8日在汉堡举
行全国党代会，选举新任党主席。按
照基民盟传统，党主席与联邦总理通
常由同一人出任。这场选举的胜者
将成为默克尔“接班人”，有望出任下
任联邦政府总理。

三名主要候选人分别是默克尔
的“老对手”默茨、有“小默克尔”之称
的基民盟秘书长克兰普-卡伦鲍尔和
卫生部长延斯·施潘。

最近一个月，基民盟在各地举办
8场推介会，由上述候选人向基层党
员介绍竞选主张。随着选举日期临
近，“两强”候选人默茨和克兰普-卡
伦鲍尔进入对攻模式，提出完全不同
的主张。

默茨11月30日在柏林推介会上
说，如果他当选党主席，基民盟“毫无
疑问将把国内安全放在首位”。他承
诺，将逆转基民盟支持率下跌的颓
势，力争重新获得保守派政党支持。

克兰普-卡伦鲍尔把矛头指向默
茨的商界背景。默茨上月自曝年薪大
约100万欧元（约合787万元人民币），
被指属于“上流社会”、不接地气。克
兰普-卡伦鲍尔说：“我不确定成为百
万富翁是真正的人生目标。”据新华社

特朗普夫妇将出席
前美国总统老布什国葬

美国白宫1日说，总统特朗普将偕
夫人梅拉尼娅出席前美国总统乔治·赫
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的国葬。

白宫当天发表声明说，老布什国葬
将在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家
大教堂举行，相关事宜正在安排中。
不过白宫并未透露国葬举行日期。

特朗普发布总统公告说，为表达
对老布什的哀悼，已下令白宫、公共场
所、军事设施等降半旗30天。此外，特
朗普还宣布12月5日为国家哀悼日。

正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
斯出访的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在很多
场合见过老布什，“他是一个了不起
的人，将会被怀念。他有着充实的人
生，堪为楷模”。

老布什办公室11月30日晚发表
声明说，老布什于美国中部时间当晚
10时（北京时间12月1日12时）许在
休斯敦去世，享年94岁。

老布什1924年6月12日出生于
美国马萨诸塞州，1989年至1993年
出任美国第41任总统。他还曾于
1974年出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
任。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当地时间12月1日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
利斯共进晚餐并举行会晤，就中美关系发展、经贸问题
等达成重要共识。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美关系处于重
要关头的一次关键会晤，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
作出了规划，指明了方向。

元首外交发挥重要引领
这次会晤是中美两国元首自去年11月北京会晤以

来的再次聚会，也是今年3月双边经贸摩擦不断升级以
来，两国元首继两次通话后的首次面对面沟通。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会晤后说，双方在友好
坦诚的气氛中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深入交流，远远超出
了预定时间。会晤十分成功，达成了重要共识，为今后
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表示，这次
会晤凸显了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引
领作用，向外界释放了积极信号，表明中美双方重视彼
此之间的关系，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是对中美关系的

“再确认”。
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

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
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两国元首还将通过访问、会晤、
通话、通信等方式保持密切交往，并适时再次进行互访。

“可以预料，今后一段时间，中美之间会增加交往的频
率和方式，更好地发挥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阮宗泽说。

经贸摩擦“摁下暂停键”
会晤期间，两国元首就经贸问题进行了“积极、富有

成果”的讨论，并达成共识，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
施，包括不再提高现有针对对方的关税税率，及不对其
他商品出台新的加征关税措施。

专家认为，这一结果对中美双方都有利，相当于给
目前的经贸摩擦“摁下了一个暂停键”，有效阻止了经贸
摩擦的进一步扩大，为双方合作共赢开辟了新的前景，
而且有利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有利于
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符合各国利益。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看来，此
次会晤的一个显著成果是双方领导人避免了贸易争端
升级波及双边关系更多领域。双方能在剑拔弩张的情
况下“斗而不破”，向世界传递出积极信息，表现出两国
的成熟，也展现了领导人的智慧。

推动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再过不到一个月，中美即将迎来建交四十周年。受

访专家表示，四十年的风风雨雨、跌宕起伏无数次证明，
中美合作才能双赢。越是在遇到问题、受到干扰的时
候，双方就越要坚定不移地沿着合作的方向往前迈进。

专家表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合作的
需要大于摩擦。只要双方本着相互尊重精神，照顾彼此
关切，以平等的态度认真对话，就可以找到合作共赢的
解决问题的办法，推动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2月1日电 当地时间12月1
日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中外记者会，介绍刚刚结束的中美元首会晤情况。

王毅说，12月1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并举行会
晤。这次会晤是中美两国元首自去年11月北京会晤以
来的再次聚会。两国元首在友好坦诚的气氛中进行了
两个半小时的深入交流，远远超出了预定时间。这次会
晤十分成功，达成了重要共识，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
关系指明了方向。

王毅说，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指出，中美作为两个
大国，在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方面共同肩负的责任越来
越重大，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两国元首同意，中美
关系一定要搞好，也一定会搞好。双方同意推进以协调、
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两国元首将通过访问、会
晤、通话、通信等方式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中美关系
的发展方向。双方将适时再次进行互访。双方愿共同努
力，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更多的成果。

王毅说，双方就经贸问题进行的讨论十分积极，富
有建设性。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停止相互加征新的关
税。双方就如何妥善解决存在的分歧和问题提出了一
系列建设性方案。中方愿意根据国内市场和人民的需
要扩大进口，包括从美国购买适销对路的商品，逐步缓
解贸易不平衡问题。双方同意相互开放市场，在中国推
进新一轮改革开放进程中使美方的合理关切得到逐步
解决。双方工作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原则共识，

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加紧磋商，尽早达成互
利双赢的具体协议。

双方都认为上述原则共识意义重大，不仅有效阻止
了经贸摩擦的进一步扩大，而且为双方合作共赢开辟了
新的前景；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发展和人民的福
祉，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符合各国利益。
事实证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合作的需要
大于摩擦。只要双方本着相互尊重精神，照顾彼此关
切，以平等的态度认真对话，就可以找到合作共赢的解
决问题办法。

双方还同意采取积极行动加强执法、禁毒合作，包括
对芬太尼类物质的管控。中方迄今采取的措施得到了包
括美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中方决定对芬太尼类
物质进行整类列管，并启动有关法规的调整程序。

王毅表示，中方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美方表示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就朝鲜半岛
问题交换了意见，中方支持美朝领导人再次会晤，希望
美朝双方相向而行，照顾彼此合理关切，并行推进半岛
完全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美方赞赏中方发挥
的积极作用，希望同中方就此保持沟通与协调。

王毅最后指出，通过这次重要会晤，两国元首为妥
善解决中美间存在的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了规
划，指明了方向。我们双方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原则
和方向采取积极行动，相向而行，相互尊重，聚焦合作，
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更多、更好
地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向中外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

“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解读中美元首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

中美就经贸问题达成共识
决定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

■双方决定，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包括不再提高现
有针对对方的关税税率，及不对其他商品出台新的加征关税措施。

■两国元首指示双方经贸团队加紧磋商，达成协议，取消今年以
来加征的关税，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实现双赢。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2月1日电 当地
时间12月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晤。
会晤后，中方经贸团队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
示，两国元首讨论了中美经贸问题并达成了共
识。

两国元首积极评价双方经贸团队近期进行的

积极有效的磋商。双方认为，健康稳定的中美经
贸关系符合两国和全世界的共同利益。

双方决定，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包
括不再提高现有针对对方的关税税率，及不对其
他商品出台新的加征关税措施。

双方同意，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
立即着手解决彼此关切问题。中方将按照中国共

产党十九大的要求，进一步采取措施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在此过程中，美方关注的一些经贸问题
会得到解决。同时，美方也将积极解决中方关注
的经贸问题。

两国元首指示双方经贸团队加紧磋商，达成
协议，取消今年以来加征的关税，推动双边经贸关
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实现双赢。

只要有诚意
中美之间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是全球瞩目的焦点时刻

——当地时间1日晚，中美两国元
首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会晤，就有关经贸问题达成共识，
决定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
施。这无疑让全世界关心中美问
题的人暂时松了一口气，也让人
们坚信：只要双方抱有解决问题
的诚意，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中美关系正处在重要关头，
此次会晤是自今年3月双边经贸
摩擦不断升级以来，两国元首继
两次通话后首次面对面沟通。双
方决定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
措施，意味着双方将不再提高现
有的加征关税税率，也不再针对
其他产品采取加征关税措施。这
一积极信号为下一阶段中美经贸
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注入动力。

解决中美经贸问题，心态最
重要。从今年春天到冬天，本轮
中美经贸摩擦已持续8个多月，其
间达成共识又遭美方撕毁，尤其
近期美方发出的不同声音，引发
外界对中美经贸合作前景的担
忧。此次中美双方选择在布宜诺
斯艾利斯进行会晤，积极的心态
让外界看到了尽早解决问题的曙
光。

解决中美经贸问题，关键看
行动。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历经
前期三次磋商，中美双方在过招
中对彼此更熟悉，也积累了更多
经验。中方在应对分歧中以守为
攻、以静制动，在坚持捍卫国家核
心利益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底线
的基础上适时出台反制措施，同
时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种
从容淡定的应对智慧赢得国际社
会认可。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
题。问题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
采取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此
次会晤踩下了中美经贸摩擦进一
步升级的“刹车”，但考虑到中美
经济的体量和关系的复杂性，要
想实质性解决问题注定任重道
远。中美双方要珍视这来之不易
的重要一步，以更从容淡定理性
的心态积极应对。当前两国经贸
团队要落实好两国元首指示，立
即着手解决彼此关切问题，加紧
磋商，达成协议，取消今年以来加
征的关税，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尽
快回到正常轨道，实现双赢。

（据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
12月1日电）

新华国际时评

法国首都巴黎1日发生骚乱，示威者与警方
在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等地发生冲突。警方
逮捕大约300人，骚乱致伤大约110人。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阿根廷出
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时谴
责暴力，决定2日回国后召集部长开会，以应对
危机。

美联社报道，巴黎中心区1日遭遇半个多世纪
以来最严重的城市骚乱，示威者点燃汽车、打破窗
户、洗劫商店，在巴黎地标性建筑凯旋门涂鸦。

示威者与警方在香榭丽舍大街、杜伊勒里
花园等地发生冲突，后者被迫使用闪光弹、催泪
瓦斯和高压水枪。

警方说，已经逮捕大约300人；大约110人
受伤，包括20名安全部队成员。

巴黎中心区大部分地方截至1日下午依然
戒严，市区超过20个地铁站因为安全原因关
闭。警方封锁所有通往凯旋门的道路，要求可
能受骚乱影响的商铺提前关门。

市长愤慨：“暴力不可接受”
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写道，她为骚乱造成的破坏和示威者与警
方的冲突“愤慨”和“忧伤”。

这名女市长强调：“暴力不可接受。”

一些人走上街头最初是抱怨油价上涨，后
续演变为对生活成本增加、马克龙政府执政举
措表达不满。

这一轮示威11月17日爆发，经由社交媒体
传播，在法国多地蔓延。

法国政府说，法国各地1日涌现大约7.5万
名示威者，其中巴黎有5500人。尽管1日示威规
模比前一周小，造成的破坏却更为严重。

总统谴责：“我决不接受暴力”
骚乱发生时，马克龙正在阿根廷首都布宜

诺斯艾利斯出席G20峰会。他在记者会上谴责

暴力，说洗劫商铺、袭击安全部队、点燃财物等
行径“没有正当理由”。

“那些犯下暴行的人不想改变，他们不想要
改善，他们要的是混乱……
这些人的身份会查明，将交
付司法审理，”马克龙说，

“我将一直尊重辩论，我也
将听取反对意见，但我决不
接受暴力。”

马克龙2日早晨返回法
国，将召集部长紧急开会。

据新华社

巴黎骚乱致伤百余人
示威者与警方在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等地发生冲突

法国著名的凯旋门星形广场与香榭丽舍大街发生骚乱，场面混乱。图据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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