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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荔乡，感受到的是灵山人浓浓的荔枝乡愁。
乡山沃野，田间地头，均可见荔枝林浓绿茂盛，无数

已经泛红的果实点缀其间，压弯了枝头。
据灵山县水果局副局长梁宗活介绍，全县栽培的荔

枝品种达 35 个，主栽品种有三月红、妃子笑、黑叶、灵山
香荔、桂味、糯米糍等，目前上市的品种主要是妃子笑。

今年，灵山荔枝在增产，其他地方的荔枝也在增产。
当地果农要想增收，市场推介无疑是关键。

据灵山县荔枝办介绍，今年灵山将积极创新荔枝推
介载体，借荔枝文化旅游资源优势，于 6 月 15 日-25 日
举行“荔枝韵·灵山行”2018·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以多
种形式宣传和推介灵山荔枝品牌。荔枝文化旅游节系列
活动主要包括：2018·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大型
文艺晚会、名特优产品推广展销系列活动、商会会长论
坛、休闲旅游路线体验活动、优质荔枝开摘仪式系列活
动、招商项目推介暨签约会等等。这期间，每个镇和著名
景区也同时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全民欢乐荔乡游
活动。

“这是一个灵山全民网络销售荔枝的时代。”拥有百
万粉丝的灵山网络红人“巧妇九妹”说。“巧妇九妹”是一
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偶然的机会，通过自媒体发布有关
三农信息的短视频而获得网民点赞关注，逐步成为三农
领域的网红代表人物。据悉，灵山荔枝上市以来，“巧妇

九妹”线上通过今日头条、天猫等渠道销售约 7 万斤；线
下通过自媒体、代理、分销商销售约 4 万斤。

“巧妇九妹”是灵山农民自发从事“农产品销售+电
商”走向成功的一个生动例子。带动农村和城镇一二三
产业发展，电商服务业功不可没。灵山县从 2015 年就开
始打造电商服务平台，运用“互联网+”，打造了电商产业
园，有效地推动了农村电商融合发展，每年实现深山荔
枝线上线下齐销售的新态势。

据灵山县农业局副局长梁毅介绍，在广大农村，大
力推广“合作社+电子商务+农户”模式，推动了电子商务
进农村。目前，电商产业园已入驻电商企业 53 家，已建
成启用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成镇级电商服务站
17 个、村级服务点 200 个，辐射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含网
店)300 多家，全县电商从业者有 2200 多人。

“今年从灵山荔枝上市至今，已通过网络销售了 8
万多斤。多年来，灵山荔枝受特殊地理气候影响，品质独
特，深受全国消费者青睐。目前网上销售的荔枝均可通
过物流托运，在发货当天早上运抵南宁后，再通过空运
发往全国各地，北京、上海、广州的买家在当天基本上可
品尝到新鲜荔枝，其他地区的一般也不会超过 48 小
时。”灵山顺丰荔枝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善松说。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古代的荔枝
只能是富贵人家的果中珍品，而现在，灵山的荔枝则能

通过全渠道进入寻常百姓家。繁多的品
种次第成熟，使灵山县的荔枝果期长达
3 个多月。

近年来，为提升荔枝产业效益，灵
山县从物流、仓储、技术、销售等各方面做好产业基础。
电子商务发展突飞猛进，2016 年荣获“全国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称号；线上线下综合市场建设飞快，有
辐射全国、覆盖“三市十县”的三科农商市场、广源电商
创业园、陆鼎记网络商城等综合购销平台，通过电子商
务提前介入荔枝宣传推介预售；物流仓储体系建设逐步
完善，由电子商务协会统筹县内邮政、顺丰等 10 多家大
型快递公司，统一荔枝输运物流价格；冷藏库建设正在
加快，目前全县已有冷藏库达 40 多个，荔枝保鲜期从 48
小时延长到 72 小时以上；规模和标准化荔枝产业发展
快速，灵山百年荔枝(核心)示范区于 2017 年被自治区
认定为第三批广西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三星
级)。

近年来，灵山县不断推进一二三产业快速融合发
展，不断培育以灵山荔枝为主打的绿色农业产业品牌，
这不仅拓宽了荔枝的销路，还带动了当地荔枝加工业和
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文/韦耕洲、李平 图/中共灵山县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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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晨起起采采摘摘

又是一年荔枝红。

说到荔枝，不得不提灵山荔枝。广西灵山县荔枝种植历史悠久，种植面积有 56 万亩，素有“中国荔枝之乡”的美誉。

据预测，今年灵山荔枝预计总产量达 16 . 5 万吨，比去年增产 27 . 91% ，预计总产值超 10 亿元。从数据显示，2018 年将是荔枝高产大丰收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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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美
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于 10 日抵达新加坡，
双方定于 12 日在新加坡圣淘沙岛上的
嘉佩乐酒店举行会晤。

各国专家认为，即将举行的此次会
晤，有助于推动对话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但朝美之间弥合分歧和建立互信的过程
难以一蹴而就，解决半岛问题还需各方
继续相向而行。

会晤基于共识

朝鲜和美国对此次会晤都做了充分
准备。不少专家指出，特朗普一度宣布取
消会晤之后，朝美领导人能最终同意举
行会晤，本身就体现了双方有愿通过会
晤解决现有问题的共识。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教
授休·怀特认为，此次会晤虽曾出现波
折，但他对朝美领导人会晤能够举行并
达成某种成果反而感到乐观，“原因在
于，双方已对对方所持立场有了更现实
的认识”。

韩国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
李相万认为，会晤最终举行，在于双方都
有意愿，也各有所需，朝美双方或许能够
就阶段性解决问题达成一定共识。

会晤意义重要

李相万指出，朝鲜和美国长期相互
敌对，“而金正恩和特朗普能在同一张桌
子前坐下，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
宗泽同样认为，朝美领导人会晤具有重
要意义。“半个多世纪以来，朝美一直处
于高度对峙状态，两国领导人这次决定
见面并坐到一起，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

同时也有积极和建设性的政治和外交意义。”
阮宗泽还说，双方会晤同样具有实质意义，即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磋

商，同时展望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在他看来，朝美在无核化方式上存在分歧，
但双方立场并非水火不容，存在找到“中间地带”并达成妥协的可能。

会晤开启新进程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此次会晤难以一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解决所有
问题。除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外，仅凭一次会晤，不能使双方立即跨越信
任缺乏的鸿沟。他们呼吁朝美双方以此会晤为契机，延续对话势头，推动朝鲜
半岛走向和平。

“双方虽有疑虑，但必须尝试，因为解决朝核问题和实现半岛和平的其
他选项都不是好选项。”韩国釜山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凯利说。

怀特认为，此次会晤最重要的就是双方开始讨论。“如双方能在会晤时
达成协议或开启一个达成协议的进程，我认为两国可能能够保持这一势头
并使其发挥作用。”

李相万说，希望此次会晤为实现朝鲜半岛持久和平作出贡献，使得朝鲜
半岛主旋律向基于和平的共存与共荣转变。

(执笔记者：林昊；参与记者：白旭、李晓渝、耿学鹏、陆睿、郝亚琳、淡然、
战艳、林宁)

新华社新加坡 6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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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继拒绝支持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公报之后，美国总统
特朗普 11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连续就贸易问题抨击加
拿大总理特鲁多。西方媒体评论，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
团峰会后，美国与西方盟友关系“跌至低谷”。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美国
和西方盟友关系面临考验，但双方的关系除经贸外还有
很多强有力的纽带和多种协调机制，这种传统盟友关系
远没有到出现重大波折的时刻。

【新闻事实】

继拒绝签署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达成的联合公报
后，特朗普 11 日就贸易问题连发 5 条推特。他抨击特鲁
多说，如果不是互惠的，公平贸易就是“愚蠢贸易”。

这一说法延续了美国白宫官员近两日对加方和七国
集团峰会的抨击态势。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
德洛、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都言辞激烈地批
评特鲁多。

9 日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美方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加征关税的做法是一
种“侮辱”，加方将从 7 月 1 日起对一系列美国商品征收
报复性关税。

提前离开峰会的特朗普指责说，特鲁多在他离开后
才召开新闻发布会，“非常不诚实”，他已指示美方不支持
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公报，并威胁将考虑对进口汽车加征

关税。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特朗普

拒不支持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公报的消息“让人难过”。她
表示，欧盟将对美国的贸易举措采取措施。

特朗普与加拿大等盟国领导人的冲突受到国际媒体
的高度关注。法国《世界报》说，美国与伙伴的裂痕越来越
明显。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美国和盟友的关系“跌至
低谷”。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的西方盟友对
其在贸易等问题上的“美国优先”政策越来越失望，双方
关系的确出现了较大裂痕，但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并非只
有经贸一环，双方的传统盟友关系远没有到出现重大波
折的时刻。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主任赵晨认为，
本次七国集团峰会暴露出美国与西方盟友之间在各种
国际议题上的分歧，形成一种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会议
中，领导人会面越频繁、分歧越集中、矛盾越激烈的现
象。

他认为，欧洲等传统盟友与美国在经贸问题上向来
就有竞争的一面。当前，双方在经贸上的矛盾性大于合作
性，呈现“斗而有隙”的现状，并且缝隙越发宽。但欧洲对
美国最主要的依赖在于安全，非常倚靠美国主导的北约
来提供保障。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樊吉社认为，美

国不愿再担任所谓的“领军人物”，必然冲击与西方盟友
的传统关系，但由于美国和西方盟友拥有强有力的纽带，
加上有多种协调机制在起作用，双方的盟友关系不会在
短期内完结。

【第一评论】

这次七国集团峰会可谓不欢而散，令这一组织的未
来前景黯淡。在此之前，特朗普政府已先后退出应对气候
变化的《巴黎协定》和伊朗核问题协议，招致盟友强烈不
满，现在又对盟友加征钢铝关税，令美国的处境越发孤
立。

对这些美国传统盟友的考验是，如何团结一致抵制
美国在众多国际问题上咄咄逼人的“美国优先”政策，抵
制保护主义，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

【背景链接】

本月 8 日至 9 日，一年一度的七国集团峰会在加拿
大魁北克召开。

七国集团成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
加拿大和日本，1997 年因俄罗斯加入而变为八国集团。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原七国集团成员拒绝以八国
集团形式举行会议，并重新举办七国集团峰会。

美国 6 月 1 日起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钢铝加征
关税，此举激怒了上述国家并引起强烈反击。 (记者：
陈静、闫洁；编辑：王丰丰)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

特朗普1天连发 5条推特抨击特鲁多
美国与西方盟友关系“跌至低谷”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记者闫子敏)外交部发言
人耿爽 11 日表示，希望七国集团的合作能够顺应时代潮
流，七国集团成员国能够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各
国共同发展承担应尽的责任。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上合组织
青岛峰会昨天闭幕。会议非常成功，气氛非常融洽，达成
了许多共识。相比之下，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则有很多分
歧，显得不那么融洽。上合峰会的成功和七国集团峰会的
失败，是否表明了中国体制以及中国主办大型国际会议
的优势？

“你的问题很复杂，其中的解读是你自己的解读吗？
还是专家学者的解读？”耿爽说。

耿爽说，中方一贯主张各国在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同时中
方主张，国家之间开展多边合作应该坚持开放、包容、

不针对第三方，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
流。

“七国集团成员国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发达国家。我
们希望七国集团的合作能够顺应时代潮流，七国集团
成员国能够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各国共同发
展承担应尽的责任，作出应有的贡献，发挥建设性作
用。”耿爽说。

“至于你提到中国举办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等一系
列大型国际会议，提到中国的办会经验以及中国的一
系列主张，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中方致力于推动建设相
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耿爽说，举办这些大型活动都是
中方为此作出努力的一部分，中方愿与国际社会一道
继续为此作出努力，这其中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也包
括七国集团成员国。

外交部：希望 G7 合作顺应时代潮流

新华社柏林 6 月 11 日电德国总理默克尔 10 日晚
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的表现令她体
会到“幻灭感”，欧洲不能依靠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而要
联合自强并与中国等其他国家密切合作。

七国集团峰会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结束后，默克尔
返回德国并于 10 日晚接受德国电视一台专访。默克尔
说，她对特朗普突然宣布拒绝签署七国集团峰会联合
公报感到失望。

默克尔指出，特朗普的决定并不意味着跨大西洋
伙伴关系的终结，“但我们不能轻易地依靠这一伙伴关
系”，本次七国集团峰会说明，如果没有共同的外交政
策，欧洲将被“碾压”。

默克尔还说，她无意放弃七国集团框架，“但德国
同时必须与俄罗斯寻求对话，并与日本、加拿大、印度
和中国紧密合作”。

默克尔：欧洲要联合自强

并与中国等国紧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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