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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漫萍：
忠贞国事大丈夫

最高人民检察院
依法对孟宏伟决定逮捕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最高
检24日消息，公安部原党委委员、
副部长孟宏伟涉嫌受贿一案，由国
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
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孟宏伟
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张漫萍，1910年出生，河南荥
阳人。1926年夏至1932年春，在
河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期间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毕业后
到北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
年7月，因叛徒告密被捕，被关押在
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

在狱中，张漫萍在薄一波、杨献
珍等同志领导的秘密党支部的领导
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敌人
对张漫萍威逼利诱，酷刑拷打，逼迫
他写所谓“悔过书”，自首叛变，甚至
以枪毙相威胁。张漫萍向党组织表
示，宁死狱中，决不屈服。经过狱中
斗争的严峻考验，1932年冬，张漫
萍被狱中党支部批准转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并成为狱中党支部成员。

1936年9月，张漫萍经党组织
营救出狱，随后被分派到河南工
作。1938年底，张漫萍转赴豫皖苏
边区，到新四军4师彭雪枫部工作，
先后任第2总队营长、4师司令部作
战科参谋。1942年至1944年，张
漫萍调安徽淮北，先后担任中共泗
（县）五（河）灵（壁）凤（阳）县委宣传
部长、中共蚌埠工委副书记兼城工
科长。抗战胜利后，他继续担任中
共蚌埠工委书记，带病转战于安徽
淮北、江苏洪泽湖一带，领导这一地
区党的地下斗争。

1947年7月，张漫萍在安徽固
镇县五河集一带开展工作时不幸被
捕。敌人把他吊在梁上，严刑拷
打。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当夜，
凶残的敌人把张漫萍勒死，装入麻
袋，投入浍河。张漫萍壮烈牺牲，时
年37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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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
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

的战斗英雄

王克勤，1920年生，安徽省阜
阳县人。1939年7月，被国民党军
队抓壮丁。1945年10月，在邯郸
战役中被解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194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解放军后，在党和人民军
队的培养下，王克勤迅速成长为具
有高度政治觉悟、英勇善战的优秀
战士。从1946年6月解放战争开
始，王克勤毙伤敌人232人，俘虏
14人，缴获步枪8支，9次立功，被
评为“一级杀敌英雄”“模范共产党
员”。

1946年9月，王克勤被提升为
班长。他总是现身说法，启发新战
士的无产阶级觉悟，对提高班集体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很大作用。

1946年10月6日，在山东巨野
县徐庄阻击战中，王克勤带领全班
与国民党军激战一天，打退敌人数
次进攻，歼灭大量敌人，全班无一伤
亡，圆满完成任务。战后，全班荣立
集体一等功，3人被评为战斗英雄，
王克勤被任命为排长。同年12月，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赞他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
光荣的范例”，号召全军部队普遍开
展“王克勤运动”。他的“三大互助”
带兵经验迅速在全军推广，对人民
军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解
放军主力部队12万人强渡黄河，发
起鲁西南战役。7月10日19时，第
6纵队打响了进攻定陶城的战斗，
王克勤率全排担任定陶北门攻坚突
击任务。战斗中，王克勤身负重伤，
但他仍咬紧牙关坚持指挥战斗，率
领战士奋勇登城。

11日凌晨，王克勤因失血过
多，英勇牺牲，年仅27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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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4日抵
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始对
俄罗斯进行访问。他表示愿

与俄总统普京就朝鲜半岛问题与双边
关系发展进行磋商。

记者在现场看到，金正恩于当地
时间 24 日 18 时 01 分乘坐火车抵达符
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随后检阅了俄
方军乐队与仪仗队。金正恩在火车站
与俄方人员简短交流后乘车离开。

据俄媒体报道，金正恩在火车站短
暂停留期间表示，希望此次与普京的会
晤取得成功，朝方愿与俄方就朝鲜半岛
局势与双边关系发展进行磋商。

据塔斯社23日援引俄总统助理乌
沙科夫的话报道，普京与金正恩将于本
月25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会晤。

这将是金正恩首次与俄总统举行
会晤。

已被外界期待了多次，“金普会”
此时举行有何深意？

·凌晨出发·
24日凌晨乘专列前往俄罗斯

据朝中社24日报道，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24日凌晨乘专列启程前往
俄罗斯访问。

报道说，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
委员、党中央副委员长金平海、吴秀
容，外务相李勇浩，朝鲜人民军总参谋
长李永吉，国务委员会委员、外务省第
一副相崔善姬等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
委员会成员陪同前往。

据朝中社此前报道，访问期间，金
正恩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此次对俄罗斯进行访问，为金正
恩今年再次被推举为国务委员会委员
长后第一次出访，也将是金正恩自
2011年当政以来第一次与俄罗斯总统
举行会晤。

·多次受邀·
普京曾去信邀请金正恩访俄

朝俄两国领导人上一次会晤是在
2011年8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
杰夫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与金正
日会晤。

2018年是俄朝建交70周年。俄
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去年5月下旬
访朝，向朝方转交普京的信件，邀请金
正恩赴俄访问。普京去年6月在莫斯
科会见时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
员会委员长金永南时，再次邀请金正
恩访俄。

普京去年8月15日就朝鲜半岛从
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73周年给金
正恩的回电中说，他准备好与金正恩
在近期举行会面，并就双边问题和重

要的地区问题进行详细讨论。

·途经哈桑·
金正恩受到俄方欢迎下车参观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4日报道，金
正恩的专列当天上午抵达俄罗斯边境
城市哈桑，金正恩受到俄方欢迎，下车
参观。

北京时间4月24日上午9时40分
左右，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专列
从朝鲜一侧缓缓跨过切分俄朝边界的
图曼纳亚河铁路桥，抵达俄罗斯滨海
边疆区的哈桑火车站。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金正恩
在哈桑火车站受到了俄方隆重接待，
接受了敬献的鲜花，金正恩说：“很高
兴来到俄罗斯。”短暂停留后，专列驶
离哈桑火车站，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

·会晤地点·
俄媒：或在远东联邦大学会晤

俄罗斯《生意人报》22日以多名消
息人士为来源报道，普京与金正恩25
日将在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会晤，朝
方随行人员有大约230人。

远东联邦大学位于一座岛上，由
一座大桥连接周边陆地。路透社报
道，大学里的体育场馆23日关闭，一顶
白色的帐篷竖立在场馆外。

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名机场工作人
员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来自
朝鲜的2架飞机23日早晨降落在一座
机场，大约30名朝方代表走下飞机，乘
车离开机场。

韩国媒体23日报道，朝方安全保
卫人员据信乘坐飞机抵达符拉迪沃斯
托克，为朝俄领导人会晤作准备。

符拉迪沃斯托克距离俄朝边界约
130公里。多家媒体报道，这是可以乘
坐火车抵达的距离朝鲜最近的俄罗斯
大城市。

·专家分析·
金正恩选择此时访俄
主要有两大考量

俄罗斯早在18日就发表声明，证
实了普京与金正恩将在今年4月底前
举行会晤的消息。

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
23日告诉媒体记者，普京定于25日在
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会晤
金正恩，磋商朝鲜半岛无核化等议题。

乌沙科夫说，朝鲜半岛局势过去
数月显现稳定，“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朝
鲜主动停止导弹试射和关闭核试验
场”，俄方“打算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帮
助巩固这一积极趋势”。

有分析指出，如今正值朝美对话
再陷僵局，朝俄领导人会晤选在此时
举行，朝方意在寻求俄方政治和经济
支持，俄方也欲借机加强在半岛问题
上的影响力。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
郑继永说，金正恩已4次访问中国、3
次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2次同美国
总统特朗普会面。从朝鲜整体外交布
局来看，首要解决的是和半岛问题最
相关国家的关系。朝俄领导人会晤选
在此时举行，朝方想从政治外交上获
得俄方支持，助力突破目前朝美对话
僵局；俄罗斯也有意借机向美国展示
其在半岛问题上不容忽视的存在感和
重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
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认为，去年俄

方曾多次邀请金正恩访俄，但出于对
美俄关系、当时朝美互动等因素的考
量，金正恩一直未能成行。金正恩选
择此时访俄，主要有两大考量：

其一，这与朝美对话陷入僵局有
一定关联。去年以来朝鲜外交重心是
朝美关系，但今年2月河内“金特会”无
果而终，朝鲜对美失望。此时访俄也
是有意向美释放信号——朝鲜还有俄
罗斯这张牌。

其二，此举也有发展朝鲜经济的
考虑，即希望在国际制裁未松动的背
景下从俄方得到更多经济支持、发展
朝俄合作。

·中方态度·
我外交部：

预祝朝俄领导人会晤
取得成功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4日表示，中
方乐见朝俄加强高层往来，预祝朝俄
领导人会晤取得成功，为推动半岛问
题的解决提供助力。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根
据最新消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乘坐的专列已驶入俄罗斯境内。报道
称金正恩将与普京总统举行会晤，重
点就双边关系、朝核问题等交换意
见。据了解，这是两人的首次会晤。
中方如何看待朝俄两国间的互动？

耿爽说，朝鲜和俄罗斯都是中国
的友好邻邦。中方乐见朝俄加强高层
往来，增进双边合作，相信这有助于朝
俄关系进一步发展，也有利于半岛和
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预祝朝俄领导人会晤取得
成功，为推动半岛问题的解决提供助
力。”他说。

耿爽表示，作为半岛近邻和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一直就半
岛问题保持着密切沟通协调。两国为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携手作了大量工
作，并制定了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的路
线图。

他说，当前，半岛形势呈现对话缓
和的积极势头。中方愿与包括俄罗斯
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按照一揽子、分
阶段、同步走的思路，继续推动半岛无
核化和政治解决进程向前迈进并不断
取得积极成果。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央视

金正恩抵达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

多次受邀如今成行
首次“金普会”谈什么？

朝

金正恩于当地时间24日18时乘坐火车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图据央视

会晤时间
普京与金正恩将于本月

25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
会晤

会晤地点
俄媒22日以多名消息人

士为来源报道，普京与金正恩
25日将在俄罗斯远东联邦大
学会晤

会晤时机
有分析指出，如今正值朝

美对话再陷僵局，朝俄领导人
会晤选在此时举行，朝方意在
寻求俄方政治和经济支持，俄
方也欲借机加强在半岛问题上
的影响力

谈些什么？
24日，金正恩在火车站短

暂停留期间表示，朝方愿与俄
方就朝鲜半岛局势与双边关系
发展进行磋商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4日凌晨乘专列启程前往俄罗斯访问。图据央视

尚未证实/
“伊斯兰国”认领袭击
斯里兰卡：凶手为了“报仇”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3日宣称两天前
在斯里兰卡发动系列爆炸袭击。

斯里兰卡政府高级官员说，凶手发动
袭击的目的是“报复”新西兰上月发生的清
真寺枪击。

美联社报道，“伊斯兰国”没有提供任何
证据，如袭击者宣誓效忠这一极端组织的视
频或照片。所以，暂时无法证实它所说袭击
斯里兰卡的可信度。依以往经验，“伊斯兰
国”经常“冒领”恐怖袭击。

斯里兰卡官员先前把调查重点指向一
个名为“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NTJ)的境

内宗教极端组织。
斯里兰卡国防国务部长鲁万·维杰瓦

德纳23日在议会说，初步调查显示，系列爆
炸袭击与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上月15日
发生的清真寺枪击有关联，凶手袭击的动
机是“报仇”。维杰瓦德纳没有提供证据，
没有解释判断依据。

识别身份/
斯里兰卡官员：
已识别8名自杀式袭击者身份

斯里兰卡国防国务部长鲁万·维杰瓦
德纳24日说，斯调查人员已确认至少有9
名自杀式袭击者参与21日连环爆炸袭击，
其中8人身份已被识别。

维杰瓦德纳在当日举行的一场新闻发
布会上说，调查人员通过对爆炸现场残留
的生物样本、被袭教堂和酒店的监控录像
等资料进行对比筛查，确认21日共有9人
参与自杀式袭击，其中包括一名女性。这
些袭击者都受过良好教育，属于当地社会
中等收入者中较好的群体，其中一人是策
划这次袭击的主谋，也是当地一个伊斯兰
组织的首领。

同时参加发布会的斯里兰卡警方发言
人鲁万·古纳塞克拉说，警方已在全国逮捕
60名嫌疑人，其中32人正由警方羁押。

维杰瓦德纳说，调查人员相信依然有
此次袭击的直接参与者在逃，各执法团队
正全力追捕并提醒民众保持警惕。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国际在线

斯里兰卡连环爆炸死亡人数持续上升
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连环爆炸袭击中4名失联中国公民疑似遇难

斯里兰卡警方24日说，
该国21日发生的连环
爆炸袭击已经造成359

人身亡，另有超过500人受伤。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程学

源24日说，在斯里兰卡21日系
列爆炸袭击中失联的5名中国
公民中，有4人疑似遇难，使馆
将继续全力找寻最后1名失联
人员。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3日
通过发声渠道阿马克通讯社
“认领”21日斯里兰卡多起爆炸
袭击。斯里兰卡总理当天表
示，“伊斯兰国”的认领说法有
待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