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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西安电 （记者李浩）王泰
吉，1906年生，陕西省临潼县北田镇（现
为西安市临潼区北田街道）尖角村人。
1924 年 5 月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 1 期，
离开西安前曾吟诗怀志：“七尺男儿汉，足
立天地间；满目不平事，蹈覆待何年？！”
王泰吉到校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冬，王泰吉被派到驻河南开封的国
民 2 军学兵营任排长，他在所在连队组
织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进
行革命活动，参加成员达40余人。

1926 年王泰吉转入陕军甄寿珊部
教导团任营长，从事兵运工作，并介绍
在该营任班长的胞弟王泰诚秘密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春，王泰吉率全营在陕西麟
游县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部队，包括学
兵营所属的军官队、军士队、学生队以及
营部等共约300人，枪支160余支。后在
转战陕甘边途中失败，但王泰吉毫不气
馁，他悄悄途经西安时，没有回家，只给
父母写了一封信表达革命之志：“男尝谓天
下事，危然后安，勿图苟安；乱则思治，勿图
小治。男以身贡献社会，生死利害，在所
不计。”

是年 5 月，王泰吉参与领导渭华起
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他和唐
澍、刘志丹等人一起领导这支千余人的
革命武装，与当地的农民运动相结合，
打土豪、分粮食，协助地方党组织在东
起少华山、西到临潼县、北到渭北、南至
秦岭的 100 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建立
了红色政权。

起义再次失败后，王泰吉只身到河
南南召县，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不久被
捕，被押往南京。虽与党组织失去联
系，但并未动摇他的革命信念，反动当

局施以刑讯折磨，他也毫不屈服，并在
狱中写诗明志：“南京被押己巳年，蚤
虱围攻何足怜。翻身消灭尔丑类，革
命精神炼愈坚”“三尺榻上不容睡，五
步室内寄余身，狂吟将伯君毋躁，独对
铁窗思好音。”

1930年王泰吉经杨虎城保释出狱，
在杨部任第十七师补充旅副旅长兼参
谋长。1931 年后任西安“绥靖”公署新
兵训练处长、骑兵团团长等职。

1933年，王泰吉的骑兵团移驻至陕
西耀县后，他找到老同学何寓础，帮助
自己寻找党的组织，并向党组织汇报率
领全团起义的想法。7 月，在中共陕西
省委领导下，王泰吉率骑兵团 2000 余
人在耀县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
军，任总司令，并恢复党组织关系。后
在三原以北战斗失利，率余部撤往照
金，与习仲勋、李妙斋等领导的游击队
会合。8 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
击队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率部智取张
洪镇，夜袭合水城，在毛家沟门战斗中
以少胜多，使部队转危为安，粉碎了敌
军的“围剿”。

同年 11 月，陕甘边特委、临时总指
挥部党委决定，将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国
工农红军第26军第42师，王泰吉任师长，
率部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1934 年 1 月，为了扩大革命武装力
量，王泰吉主动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
工作，途经陕西淳化通润镇时被捕。
被关押期间，任凭敌人软硬兼施，威逼
利诱，王泰吉都未失共产党员的气节，
还在拘留室的墙壁上留下了豪气干云
的诗句：“几经奋起几颠沛，愧无良平
智量深，引颈辞世诚快事，瞑目庆祝红
旗飞。”王泰吉在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
世后，恳切地对杨虎城部队旧友们说，
希望十七路军能为全国的团结抗日事
业出力。3 月 3 日，王泰吉被秘密杀害
于西安西华门“绥靖”公署军法处的大
院内，年仅 28 岁。

王泰吉：生死利害，在所不计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
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8月的柴达木盆地，蓝天白云下，戈
壁茫茫，草场青青。26日，记者跟随“40
年巨变·全国媒体海西行”采访团首站来
到了德令哈，正是海子1988年寻姐姐不
遇写下了《今夜我在德令哈》的地方。

德令哈是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所
辖的县级市。而海西州，是青海省区域
面积最大的民族自治州，主体为柴达木盆
地，因此，柴达木又成为海西州的代称。

30年过去了，柴达木的戈壁依旧美
丽，却已不再空空。

“人”安业兴
蒙古家饰、奶茶桶、酥油桶，走进80

岁的蒙古族老阿爷杨登加木措的家，蒙
古族的文化烙印深深扎根在他的日常
生活中，但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不同的是，杨登加木措居住在德令哈市
内的一所现代化小区——陶尔根家园。

“以前在牧区，洗衣服、洗澡都不方
便，现在有了电，又有天然气、地暖，生
活好多了。”老人讲起居住生活的现代
化，脸上写满了幸福。蓄集乡武装部部
长孟克吉日格力说，生活在小区，生产
在牧区，每家每户一辆小轿车、一辆皮
卡车或越野车基本上是“标配”。

陶尔根家园位于青海省海西州德
令哈市区西北 2 公里处，是海西州“牧
民向市民转变、牧区向市区转变、帐篷
向楼房转变”的典型示范小区。目前，
小区内居住着德令哈市 4个乡镇、13个
牧业村、891 户 3600 余名牧民群众。
2017年居民人均收入为14200元。

和杨登加木措一样，家住格尔木市
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村 75 岁的七第，多
年来生活全靠着家里在山上的 5000 公
顷草场，靠天吃饭，逐草而居。自 2004
年搬下山来，日子越过越顺心。

长江源村原隶属格尔木市唐古拉
山镇，地处长江源头，平均海拔4700米，
常年高寒缺氧，气候恶劣，生态脆弱，条
件艰苦。2004年11月，唐古拉山镇128
户 407名牧民群众，积极响应国家三江
源生态保护政策，移民搬迁到格尔木市
南郊居住，才更名形成了今日的长江源
村，现已发展到247户572人，村民以藏
族居多。2017 年村民人均收入达 2 万
余元，比2004年刚搬下来时的人均收入
增了近10倍。

像这样的牧民定居工程，目前海西

全州有34个，楼房6678户，户均80平方
米以上，累计 2.6 万牧民喜搬新居。牧
民收入也节节攀升。据梅陇合作社收
入数据显示：2017年合作社社员人均收
入20865元，比2008年的4800元增加了
16065元，增长率334%。

村集体经济也是水涨船高，并已惠
及村民。都兰县宗加镇哈西娃村是一
个蒙古族聚居的纯牧业村，全村 41 户
123 人，共有草场 315.76 万亩。2008 年
以前，人均年收入还不足 2000 元，村集
体经济负债2万余元。2009年12月，哈
西娃通过成立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
全村村民以草原、牲畜折股入社，并发
展黑枸杞、红枸杞等特色产业，2017年底
人均年收入达3.98万元，村集体收入达
到350万元。迄今为止，该村已连续9年
均由村集体经济承担全村的养老、医疗
费用，村里 60岁以上的老人、残疾人生
活补贴也由每年 1200 元增至如今的
6000元，每年村里的大学生也可得生活
补贴4000元。2015年以来，村集体出资
3000多万元修建了50套二层别墅，世世
代代散居草原的牧民过上了定居生活。

笑逐“盐”开
在素有“聚宝盆”之称的柴达木盆

地，25 个大大小小的盐湖星罗棋布。
总面积达 5856 平方公里的察尔汗盐
湖，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也是中国最大
的盐湖。

察尔汗，以总价值超过 12 万亿元
的盐湖资源开发潜力，已然成为海西乃
至全青海盐化工业的重大支撑。这里
的盐，是提取钾肥的重要原料。目前察
尔汗盐湖的钾肥每年产量已近 500 万
吨，年产值近 200 亿元，成为全国最大
的钾肥生产基地。这里的盐，集钾、钠、
镁、锂等多种元素于一身，使一粒盐的

“身价”倍增，也为开展循环经济搭起了
长长的“盐梯”。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对察尔汗盐
湖的开发就已开始，但当时仅限于单一
的钾肥开发，每生产 1 吨钾肥，同时要
排出40立方米内含33%氯化镁的老卤，

曾经由于国内氯化镁脱水、提炼技术难
题一直难以突破，盐湖资源开发基本仅
限于为国内市场供应钾肥。储量丰富
而“身价”更为昂贵的镁资源，不但白白
流失，而且在直接排放后，成为污染生
态环境的巨大“镁害”。

如今，盐湖循环经济项目的实
施，让一滴水就能层层提炼出多种
资源——盐湖中的卤水通过太阳能分
级蒸发，第一级析出氯化钠，用于制取
碱化工系列产品；第二级又形成含钾光
卤石，用于生产钾系列产品；第三级再
蒸发形成水氯镁石，成为金属镁、镁阻
燃剂和镁建材的主要原料；第四级蒸发
出碳酸锂、金属锂等锂电池材料的生产
原料；最后形成的尾卤则通过固体钾矿
溶解转化工艺又回到了盐田。

高科技支撑下的绿色循环利用，让
钾肥产生的废液中，镁元素的提取首先
脱颖而出。2016 年 12 月，察尔汗盐湖
的金属镁一体化项目产出了第一块卤
水镁锭。成为海西循环经济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标志。曾经的“镁害无穷”，如
今成了“镁不胜收”。

以金属镁一体化项目为核心的盐
湖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实施后，钾资源利
用率也由过去的 27%提升至 74%，相当
于再造了 6 个察尔汗盐湖。青海盐湖
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企业
正致力打造“镁锂钾园”，业已建成 10
万吨电解金属镁装置、1 万吨卤水吸附
法提锂装置，实现了由单一钾肥生产跨
向钾盐、盐湖化工等多产业融合发展之
路，建成了五大盐产业集群的循环经济
产业，产品由此前的 8 种增至 35 种，工
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提升至35%。

“光”前裕后
除了砂石矿产资源外，海西州境内

太阳能、风能资源特别丰富，年平均日
照数在3000小时以上，年风能可利用时
间达3500-5000小时以上。

驱车行驶在柴达木盆地辽阔的区
域内，不时可见高耸的风力发电设施，
以及绵延在大漠戈壁上的蔚蓝色光伏

发电设备，这已经成为柴达木循环经济
试验区以“风光”优势，推动绿色循环发
展的又一标志。

注目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德令
哈光伏产业园区，在 3.3 平方公里的狭
长戈壁滩上，每天 27 万块光伏发电板
跟着太阳的射线旋转。在四周光伏电
板的簇拥中，两座高达近百米的吸热塔
耸立其间，俨然成为光伏产业园的“地
标”。2013年7月5日，青海中控德令哈
50 兆瓦塔式光热发电站一期工程成功
并网发电，成为全国首座、全球第六座
并网发电的塔式太阳能光热发电电
站。2015 年开展一期 10MW 熔盐储能
项目改造项目，2016年8月20日熔盐储
能系统成功并网发电，成为国内第一
座、世界第三座投运的塔式熔盐储能光
热电站。而在格尔木市光伏产业园区，
站在百兆瓦太阳能发电基地三层的观
察塔上，看着望不到边的光伏板，犹如
蔚蓝大海的波浪波光粼粼，十分壮观。
据国家电投黄河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座光伏电站总占地面积 11.59 平
方公里，电站装机容量 560 兆瓦，是目
前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2015 年 12 月，随着青海明阳德令
哈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首台兆瓦级高
原型风机下线，新能源领域高端产品制
造在海西浮出水面，由此青海风力发电
机组整机制造实现了零的突破，也标志
着海西围绕发展建设新能源产业体系、
培育建构全产业链发展新格局迈出了
至关重要的一步。

近年来，海西州相继引进了国电、
华电、中电投、中节能、京能等国内知名
电力企业，在海西开展晶硅、薄膜、高倍
聚光等光伏发电应用。新能源产业的
蓬勃兴起，使以前视为“生态包袱”的戈
壁，成为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大有可为之
地。海西，已经建成国家级光热发电新
能源示范基地，正在建设国家百万千瓦
级光伏领跑基地、国家级零碳清洁能源
示范基地……

据介绍，目前海西州已经建成了
172 项 新 能 源 项 目 ，并 网 容 量 达 到
5617.5 兆瓦，累计完成发电量 246 亿千
瓦时。其中，光伏项目有 142 个，风电
项目29个，光热项目1个。预计到2020
年底，全州将构建起“千万千瓦级新能
源产业集群”。

戈壁依旧美丽，不再空空，柴达木
正“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问“道”柴达木
本报记者 杨学文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世界的未
来，也是中非友好事业的未来。

“只要中非友好的接力棒能够在
青年一代手中不断相传，中非命运共
同体就一定会更具生机活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非洲人民团
结振兴的非洲梦就一定能够早日实
现”。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着眼中非
发展未来，深刻指出“青年是中非关
系的希望所在”。习近平主席的重要
讲话，在中非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
为中非青年友好交往，为中非友好
合作永续推进、薪火相传注入了强劲
动力。

在中非友好关系的发展历程中，
青年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几十年
来，众多非洲青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学习、参观，将非洲文化带到中国，也
将中国友谊带回非洲；一批又一批中
国青年走进非洲，参与到非洲国家的

建设与发展事业之中。中国援建的坦
赞铁路、非盟会议中心成为中非友谊
的丰碑，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援非抗击埃
博拉行动中率先行动，引领国际社会
援非抗疫，诠释了中非患难与共的兄弟
情谊；非洲国家无私支持中国重返联
合国，在中国汶川、玉树等地发生严重
地震灾害后踊跃向中方捐款……这些中
非交往中的动人故事、难忘瞬间，都离
不开中非青年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
一代代中非青年用自己的热血和汗
水、拼搏和奉献，推动中非交流合作不断
书写新篇章，让中非友好历久弥坚、历
久弥新。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民相亲”
要从青年做起。去年 10 月，习近平
主席同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留华
学生互致书信，勉励他们坚持学以致
用，行远升高，积厚成器，为推动中非
合作和南南合作谱写新篇章，对非洲
青年产生巨大鼓舞。在中非合作过

程中，中国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关注
青年，不断开展对非洲青年的友好工
作。自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
斯堡峰会以来，中国已经为非洲培训了
约 20 万名各类职业技术人员，提供了
约 4 万个来华培训名额、2 万多个政府
奖学金名额和 1700 多个学历学位教
育名额。如今，3000余家中国企业在非
洲开展合作、为非洲青年提供着更多就
业岗位，“中非青年大联欢”“亚非青
年联欢节”等活动有序开展、搭建起
中非青年交流的广阔平台，中非青年交流
交往不断加强，中非友好合作基础不
断夯实。

“未来属于年轻一代”，让中非合
作的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中非青年，也
是本次峰会的重要内容。习近平主席
在峰会开幕式上提出的中非“八大行
动”倡议中，许多措施都着眼青年、培
养青年、扶助青年，致力于为他们提供
更多就业机会、更好发展空间。从向

非洲派遣 500名高级农业专家，培养青
年农业科研领军人才和农民致富带头
人，到在非洲设立 10个鲁班工坊，向非
洲青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从支持设
立旨在推动青年创新创业合作的中非创
新合作中心，到为非洲提供 5万个中国
政府奖学金名额，为非洲提供 5万个研
修培训名额，邀请2000名非洲青年来华
交流，这些致力于非洲青年能力建设
的行动，符合当今非洲的人口结构特征
和经济发展现状，顺应中非关系发展
需要，必将为中非合作提供源源不断
的动力。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青年最富
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未来的领导者
和建设者。中非关系是面向未来的
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非有志青年共
同接续奋斗。中非青年响应时代号召，
携手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非友好事业就会后继有人，永葆青春
和活力。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让中非友好的接力棒代代相传
——论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主旨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正在举办的长春轨道交通展上，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新一代地铁
列车，该车能实现全自动无人运行，采用全碳纤维车体结构，操作更加智能化、人性化。

新一代智能地铁列车首次亮相

▲观众在参观展出的新一代地铁列车。

◀观众在展出的新一代地铁列车车体内参观。 （均为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8 日电 （记者
陈芳、胡喆）8 日 下 午 ，备 受 关 注 的
2018 未来科学大奖在京揭晓。李家
洋、袁隆平、张启发因系统性地研究水
稻特定性状的分子机制和采用新技术
选育高产优质水稻新品种中的开创性
贡献摘得“生命科学奖”。马大为、冯
小明、周其林在发明新催化剂和新反
应方面的创造性贡献，为合成有机分
子，特别是药物分子提供了新途径，因
此获得“物质科学奖”。林本坚因开拓
浸润式微影系统方法，持续扩展纳米
级集成电路制造，将摩尔定律延伸多
代取得的成就荣膺“数学与计算机科
学奖”。

李家洋、袁隆平和张启发在推动
水稻产量可持续增长的“命题”下相得
益彰，获得了重大成就，他们的原创性
工作对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以及国计

民生的巨大影响博得国际科学界的公
认；马大为的马氏胺化反应，周其林的
周氏手性螺环配体及催化剂，冯小明
的冯氏手性双氮氧配体及催化剂在国
际学术界和工业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和应用；林本坚一系列突破性创新所
开拓的浸润式微影（也称光刻）方法，
革新了集成电路的制程，使先进半导
体芯片的特征尺寸能持续缩减为细微
纳米量级，在过去十五年以及可预见
的未来，为建造先进的计算和通信系
统做出了关键贡献。

未来科学大奖成立于2016年，作为
中国第一个民间发起的科学奖项，单项
奖金为 100 万美元，评审体系主要参考
诺贝尔奖等国际著名奖项，以定向邀约
方式提名，并由优秀科学家组成科学委
员会专业评审，秉持公正、公平、公信的
原则，保持评奖的独立性。

2018未来科学大奖揭晓
李家洋、袁隆平等获奖

新华社华盛顿 9月 8日电 （记者周
舟）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日前宣
布，计划在未来 5年内投资 20亿美元用
于开发下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机器
学习第三次技术进步浪潮。

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局长斯蒂
芬·沃克在7日结束的D60研讨会上说，
目前机器尚不具备情景推理能力，必须
训练它们涵盖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这
不仅代价高昂，而且难以实现。

该机构目前正在进行 20 多个研究
项目，旨在提高人工智能的先进性，使
新一代机器学习获得类似人类的交流

与推理能力，有能力识别新的场景和环
境并加以适应。

今年7月，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已
启动“人工智能探索”计划，预期在18个
月内完成人工智能新概念的可行性研究，
并精简合同程序和筹资机制，保证在 3
个月内让相关研究项目从提案到启动。

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的一
份报告显示，当前人工智能系统还无法
超越场景或语境去理解行为，在下棋或
游戏等固定规则下不会暴露这一弱点，
而一旦场景变化或规则超出一定范围，
人工智能就会无法“思考”。

美国防部斥巨资开发下一代人工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