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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今起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合峰会和亚信峰会，是访俄后又一重要外交行动

习主席中亚行，政治互信将化为更多合作成果
员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 44%，聚集了占世界
总产值 20%的经济体。上合每年峰会都邀请欧
亚区域不同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 使上合成为
独特的欧亚区域“协调会”，其“责任范围”变得
更广阔、更具全球性。在专家看来，上合组织正
以其“多面”和“多元”的合作形式立足于世。

■本报记者 张全
在刚刚圆满结束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将开启一场经略周边
的重要外交行动。12 日至 16 日，他将到访吉尔
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分别出席上合组织
比什凯克峰会以及在杜尚别举行的亚信峰会。
“全球正在经历一些消极进程，构成挑战和
威胁……现代地缘政治现实决定中亚在全球安
全体系中必须发挥更大作用。”吉尔吉斯斯坦卡
巴尔通讯社写道。在此背景下习主席的中亚行，
将把高水平政治互信转化为更多实实在在的合
作成果，为深化区域开放与合作注入新动力。

访问吉塔：作出新规划
为了迎接各方宾朋，热情的中亚人民忙碌
不已。在比什凯克，自去年开始翻修的“阿拉—
阿尔恰”国宾馆正在进入最后的清洁和装饰工
作，届时 500 名媒体代表将从这里把“上合声
音”传播到全球。在杜尚别，工作人员为一场重
要的图书发布会做准备，书名是《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塔吉克语版）》……
访问期间，习主席将分别出席吉尔吉斯斯
坦总统热恩别科夫、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
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同两国元首对中吉、中塔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发展作出新规划、 新部
署，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描绘新蓝图。
根据吉尔吉斯斯坦 24 小时通讯社报道，中
吉计划签署约 20 份文件，主要文件是一份全面
合作的联合宣言。 访吉期间还将举办一场商业
论坛，将签署约 40 份文件。塔吉克斯坦媒体则
透露，在习主席访问期间，杜尚别将举办《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塔吉克语版）》发布会，该书已于
4 月底出版。中塔领导人还将见证一系列经贸、
金融、文教等领域新协议的签署，并可能在会谈
中商讨罗贡水电站的投资和技术问题。

上合峰会：谋求新发展
习主席将在比什凯克参加上合峰会。这将
是上合成立 18 年来又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盛
会。由青岛时间进入比什凯克时间后，上合组织
将如何为地区和世界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
长李永全看来，2018 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取得
一系列丰硕成果。各方在青岛宣言中确立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共同理念，成为峰会最重要
的政治共识。同时，习主席正式提出“五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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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6 月 9 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街道上拍摄的上合组织峰会标语牌。 新华社发
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全球治理观），
对“上海精神”作了最系统、最完整、最深刻的
阐释。因此，比什凯克峰会的一大看点在于，如
何继续弘扬和发展青岛峰会达成的共识，巩固
和落实青岛峰会的各项成果。
第二大看点在于，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背景下， 上合组织如何集体发声，应
对重大风险挑战。当今世界，单边主义、贸易保
护主义、强权霸凌行为抬头，严重冲击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地区热点问题发酵，人类社会面
临的共同威胁和挑战上升。上合组织能否以其
一如既往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推动国际社会维
护全球战略稳定，将备受关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新指出，全
球受到逆全球化潮流冲击，上合组织不少成员
国深受其害，遭到贸易制裁或关税大棒的威胁
和打压。越是这样，越要深化成员国内部的经
济合作，加强地区的开放、包容、合作，在区域
内扛起多边主义大旗。
第三大看点是，如何围绕“安全”“经济”“人
文”三个轮子，推动上合框架内各领域互利务实
合作。专家认为，新形势对合作提出新要求。
在 安 全 方 面 ， “ 伊 斯 兰 国 ” （IS） “ 死 而 不
僵”，全球恐怖袭击呈现碎片化态势。阿富汗反
恐难题同样未解。一些中亚国家正全力以赴实
施去极端化措施，另一方面，中亚国家民族问
题、水资源、边界矛盾等各类“老问题”交织，处
理不善可能埋下安全隐患。这些都对上合安全

合作提出更高要求。
在发展议题上，各成员国有望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走实走深，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加
快商研贸易便利化协定、上合自贸区、上合开
发银行的可行性，以实际行动维护自由贸易和
多边贸易体制。
李永全指出，上合组织秘书长诺罗夫自上
任以来， 力推 1996 年以来一直讨论的中吉乌
铁路项目。希望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各方能
深挖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合作领域的潜力。
上海社科院上合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
员李立凡认为，除了上述传统经贸项目外，不少
中亚国家提出“新农业合作”、数字经济合作，如
哈萨克斯坦“2050 战略”中提到数字经济，吉尔
吉斯斯坦成立与数字经济有关的委员会等。可
见， 上合框架内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有很多
潜力可挖，合作会趋向多元，层次也会更高。
在人文合作领域， 各方会继续深化教育、
文化、科技、环保、卫生、体育等领域合作，加强
媒体、妇女、青年、智库等各界人士友好交往，
夯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合作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将成为一个标志
性的大会，承诺为地区带来更快速的发展。”俄
“卫星网”指出，目前 20 份各领域的最终合作
文件已准备就绪，等待成员国元首签署，其中
包括《比什凯克宣言》、会议新闻公报等等。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亚历山大·尼基
金指出，自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后，上合组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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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吉塔两国
■本报记者 张全

亚信峰会：迎来新成长

你可能要问， 习主席此次中亚之行，为
何要选择吉、塔两国？

与上合组织需要在新起点上谋求新发展
一样，亚信同样要迎接新一轮的成长。
亚信全称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
议”， 是哈萨克斯坦于 1992 年建立的跨境论
坛，旨在为亚洲对话、决策和安全措施创造条
件。成立 27 年来，亚信成员发展到 27 个，另有
8 个国家和 5 个国际组织获得观察员身份。亚
信也因此成为亚洲覆盖范围最大、成员数量最
多、代表性最广的地区安全论坛。
中国在亚信发展历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尤
其 2014—2018 年两届四年主席国任期内，中国
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受
到各方高度评价和广泛认同。 中方创办亚信框
架内非政府论坛、实业家委员会与青年委员会，
极大提升了亚信对话水平和国际影响。
亚信峰会期间，习主席将同各国领导人出
席集体合影、领导人会议和欢迎宴会等活动。本
次峰会主题为“共同展望：为了一个安全和更加
繁荣的亚信地区”。峰会将通过并发表宣言。
塔吉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中心前第一副
主任赛福洛·萨法罗夫指出， 中国在担任主席
国期间做了大量工作。 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
2014 年亚信上海峰会上提出的亚洲安全观，为
地区安全合作指明了方向。他期待此次亚信峰
会能就亚信合作机制与共建“一带一路”进行
探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李立凡指出，在不久前的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上， 中方强调应促进亚洲不同文明交流互
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一理念与亚信峰会
提倡“以对话促安全、增互信”有着相通之处，
可谓相辅相成。
专家认为，作为全球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发
展高地， 亚洲在世界战略全局中的地位不断上
升，亚洲的和平与安全更牵动世界。与此同时，
亚洲安全和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 传统和非传
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际社会上冷战思维、零
和博弈等陈旧观念不时泛起，地区的各种文化、
宗教、 历史矛盾剪不断理还乱。 在维护和平稳
定、携手应对安全挑战方面凝聚更多共识，推出
更多互信举措，将成为亚信峰会的题中之义。

对华友谊历久弥新
当然，首先因为这两个国家今年身份的
—吉尔吉斯斯坦是 2019 年上合轮值
变化——
主席国，塔吉克斯坦则于去年接过中国接力
棒，成为亚信主席国。特殊的身份，决定了它
们不一样的外交分量。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在
于，两国长期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
自古代起，吉、塔就是古丝绸之路的重
要节点国家。两千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
开辟了穿越西域大漠戈壁的“凿空之旅”，由
此发端的古丝绸之路途经碎叶古城，就在今
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托克马克。塔吉克斯
坦首都杜尚别，在波斯语中的意思是“星期
一”，因为在古代每逢周一，这座因丝路而繁
华的城市便商旅蜂拥，闹市喧天。
时间转向现代。中吉、中塔关系历久弥
新，更加深化。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塔、中吉
关系分别于前年和去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共建“一带一路”更为三个国家共同繁
荣发展插上翅膀。

休戚与共合作惠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
长李永全指出，无论从政治安全还是务实合
作角度，吉、塔两国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政治安全上看，吉尔吉斯斯坦的稳定
牵动中国西部地区安全， 塔吉克斯坦的安全
则与阿富汗稳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
安全领域，中、吉、塔三方可谓休戚与共，肩负
着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稳定的共同责任。
从务实合作上看，吉尔吉斯斯坦有大量
中国援建项目，奥什医院、道路修复工程等，
塔吉克斯坦最近几年与中国合作迅速深化，
能源电力、通信交通等诸多领域填补产业空
白， 并实现南北公路联通以及全国电网统
一。习主席此行将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倡
议同吉方“2040 年发展战略”、塔方“2030 年
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惠及各国百姓。

以 70.96%的得票率当选哈萨克斯坦总统，在中国前驻哈大使看来——
—

托卡耶夫对中国了解很深，将延续哈中友谊

“可以托付国家的人”
已辞去总统一职的纳扎尔巴耶夫曾给予
托卡耶夫几条评价，字里行间透出赏识、倚重
和信任：“我很了解他，自哈萨克斯坦独立第一
年起便一起共事，他是一个诚实、有责任感、说
到就做到的人”；“他完全支持正在实行的国内

“坐在行李箱上的人”
上世纪 50 年代， 托卡耶夫出生于阿拉木
图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参加过第二
次世界大战，同时也是著名作家，母亲是阿拉
!!!!!!!!!!!!!!!!!!!!!!!!!!!!!!!!!!!!!!!!!!!!!!!!!"

镜头前的托卡耶夫给人一种温和儒雅的
感觉。10 日晚宣布的最终计票结果显示， 这位
哈萨克斯坦代总统以 70.96%的得票率在总统
选举中获胜。有评论称，哈萨克斯坦进入“后纳
扎尔巴耶夫时代”；也有观点指出，哈萨克斯坦
将迎来“托卡耶夫时代”。

外政策，所有计划都是在他的参与下制定和通
过的”；“我保证， 托卡耶夫就是我们能够把哈
萨克斯坦交给他管理的那个人。”
中国前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姚培生指出，托
卡耶夫是一位行事稳重的政治家，举手投足间
带有外交家的风范， 他的经历和经验十分丰
富，先后担任过外长、副总理、总理、参议院议
长等重要职务，对哈萨克斯坦政治、经济情况
都有深刻、透彻的理解。纳扎尔巴耶夫选他当
接班人，也是看重他的这些优点。

木图外国语学院的员工。上世纪 70 年代，他进入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毕业后加入苏联外交部。
1983 年，他在北京语言学院进修，随后进入苏联
驻中国大使馆工作，直至 1991 年回国。
“我和托卡耶夫早在 1985 年便相识了。”姚培
生指出，当时托卡耶夫是大使馆年轻的翻译官，中
文很流利。从此，两人结下深厚友谊。“托卡耶夫
曾撰写了三本有关哈萨克斯坦外交政策的书，我
曾为其中一本写过引言。”
托卡耶夫曾两度担任哈萨克斯坦外长，在
“禁止核扩散”领域扮演积极角色。1996 年，他在
纽约签署了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2005 年，他
在哈萨克斯坦签署了“中亚无核区条约”。除此之
外，他还在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舞台上纵横捭阖：曾
担任独联体外长理事会主席、 上合组织外长理事
会主席等职；2011 年至 2013 年，先后出任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联合国副秘书长。
“从哈萨克斯坦独立的那天起，我就已经坐在
行李箱上，” 托卡耶夫这样形容自己的外交生涯，
“随时准备响应总统的召唤，到外交部去工作。”

“乐于坦率交流的人”
今年 3 月托卡耶夫就任代总统时，中国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称他为 “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和
好朋友”。俄媒称，他不仅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还
是一名汉学家，在中国生活多年。
“托卡耶夫对中国有很深的了解，也乐于与
中方官员坦率交流。”姚培生指出，早年托卡耶夫
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工作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举
措很感兴趣，时常和中国外交官交换想法。本世
纪初托卡耶夫当总理时，中哈经贸交往也曾遇到

一些小问题。他会主动采取措施，邀请中方官员
沟通协商，有些问题很快便得到解决。他也在自
己的著作中强调发展中哈关系的必然性、 重要
性。“可以想见，在对华关系方面，托卡耶夫将继
续执行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路线，继续发展与
中国的友好关系。”分析人士认为，托卡耶夫是一
位温和的政治家，不赞成任何激进的变化。
“总统选举是哈萨克斯坦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姚培生指出，如今托卡耶夫顺利当选，有
助于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内外政策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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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什么事情要瞒过他，就不那么容易了。
许多汇报材料说，湖南去年遭受大旱，
回到故乡，心情沉重
农村经济困难是因为天灾。
在王家湾猪场住到第5天，刘少奇听
刘少奇找来小时候一块儿放牛的农民
说毛泽东要路过长沙，便赶去见面。两人
朋友李桂生，同他一起回忆童年往事，然后
就农村形势初步交换了意见。
问他：“人们说去年干旱很厉害， 安湖塘的
经同中共湖南省委商量， 刘少奇又
水车干了吧？”
选择去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 这是
“没干，还有半塘水。”李桂生肯定地回答。
一个全省出名的先进单位。 他要去看看
“还有半塘水，这说明干旱并不厉害嘛！
这个“红旗大队”的情况究竟怎样。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那一年，塘底干得晒得
从4月12日起，刘少奇在天华大队一
谷，那样天干，每亩田还收得两三担谷呀！”
黄峥 著
间阴湿的土砖房里住了18天。 他除了召
“叫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一点
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外，还走村串户，到
影响，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主要不是天
田头地边、农民家中查看，找老人、妇女、
灾，而是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李桂生
青年个别交谈， 实地体察民情。 每到一
语重心长。
“啊？” 县委书记见自己同刘少奇打了
实话实说，一语惊人。
处，他总是鼓励群众如实反映情况，讲真
几天来彭梅秀也想通了。她含泪表示：
个照面都没认出来，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李桂生说着带刘少奇去看附近的公共
话。他一再对这里的干部、社员说：“愿意
“我们天华大队的问题很严重，如不是中央
连忙转身把刘少奇等迎进县委办公室。是
食堂，指着胡乱堆在地上灶上的炊具、脏碗
讲的话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
首长来，问题发展下去，后果将更加严重。
啊，县委的人怎么能想到，身为中共中央副
筷和一小堆莴笋叶， 说：“这是全食堂一餐
真实情况越来越清楚。原来这个“红
是刘主席帮我们发现了问题。 我诚恳接受
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竟是
的菜。炒菜只放盐，不放油，吃不饱呀！”
旗大队”的情况也和王家湾差不多，虚报
刘主席对我的批评。”
这样朴素无华、 普普通通地出现在他们面
刘少奇后来又到一些农民家里， 揭开
浮夸严重，群众生活困难。这里的干部还
“彭梅秀同志这个态度很好。” 刘少奇
前呢！何况，这是回到他阔别几十年的家乡
锅盖，打开碗柜，看到油盐罐子里只有盐，
多了一个“先进”的包袱，不愿揭露问题。
高兴地说：“老百姓说我今年来没有吃上红
啊！ 刘少奇1898年生于宁乡县花明楼乡炭
没有油，锅里炒的是野菜。来见面的亲戚、
大队党支部书记彭梅秀竟想方设法
薯、芋头和鸡蛋，明年我再来一定有红薯、
子冲。 早在1920年，22岁的刘少奇只身离
熟人当中，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
阻止群众向刘少奇和工作组反映真情，
芋头和鸡蛋吃，我明年争取再来。”
家，投身革命。打那以后，他除了在1925年
他步行到赵家冲看望亲姐姐刘绍德。
还发牢骚说：“刘胡子不是来抓生产的，
谈话完毕，已经九点多了。刘少奇一行
五卅运动后因回湖南养病在长沙同母亲见
他的外甥女鲁新秀告诉他， 她家所在的食
是来找茬的。” 其实刘少奇不留胡子，彭
结束了在天华大队的调查， 准备转移到下
了一面以外， 在漫长的岁月里， 他转战南
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她的父亲“吃糠粑
梅秀之所以用这样的当地土话称呼他，
一个地点。
北，国事倥偬，再也没有机会回过家乡，算
粑屙屎不出来憋死了”。70岁的老姐姐颤巍
只是表达她的一种不满。
5月2日上午，中共宁乡县委的大院里，
来已40年了。
巍地对他说：“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
刘少奇没有计较这位年轻干部的态
开来了两辆吉普车。从车上下来几个人，他
他在县里只停留了一天， 还开了中共
人家饭吃啰！”
度， 而是几次找她谈话， 帮助她提高认
们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随着三三两两的人
宁乡县委和县工业、政法、商业方面的座谈
看到家乡父老乡亲的生活这样困难，
识。4月30日晚饭后， 刘少奇要动身去长
群向县委办公室走去。走在前面的一位，穿
会，5月3日就带人去了乡下。
刘少奇的心情十分沉重。 他一再向乡亲们
沙参加第二天的五一劳动节群众庆祝活
一身蓝布衣服，戴一顶蓝布帽子，脚上一双
中共宁乡县委本来在花明楼区政府所
道歉，表示他的工作没做好，对不起大家。
动。汽车已经发动了，他想了想又要人把
黑布鞋，毫不引人注目。
在地准备了12间房子， 作为刘少奇和随行
在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时， 刘少奇就发现
彭梅秀请来，同她作了最后一次谈话。
县委书记闻讯迎出来。 他同这位穿蓝
人员的居住、 工作用房。 可他连看也没去
公共食堂是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之
“彭梅秀同志， 我作为国家主席，是
布衣的人照面而过，没有引起注意。忽然他
看， 晚上不声不响地进了炭子冲他家的旧
一，指示当地停办。可宁乡县的公共食堂这
你的领导， 作为共产党员， 我们都是同
认出了后面的一位女同志， 立即惊讶地招
宅，还是住在他小时候住的那间屋子里。
时仍普遍存在着。 反右倾斗争把人们搞怕
志。天华大队的工作有成绩，有一些好的
呼：“这不是王光美同志吗？刘主席呢？”
旧居的堂屋权充接待室。刘少奇在这里
了，谁也不敢挑头解散食堂。
经验，但问题也不少，要总结。你们要做
王光美笑着指了指前面穿蓝布衣的
连续召集各种座谈会，找人个别谈话，了解
（十三）
真正的‘红旗’，向前发展。”刘少奇的话
人：“喏，这不是！”
这几年农村的真实情况。这里毕竟是他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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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安峥

6 月 10
日，在哈萨
克斯坦首
都努尔苏
丹，托卡耶
夫在新闻
发布会上
讲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