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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太平镇“随缘小筑”民宿，自然清新的装修风格令人眼前一亮，
白色与深棕的主色调与户外的青绿相映，素雅中透出一抹灵动，推开窗
户，秀美的山景和潺潺的溪流近在眼前，让人心生愉悦。“随缘小筑”民宿
老板熊宗豆说，5-10 月份是游客入住旺季，周末房间入住率可达 85%，
一年下来收入近 15 万元。

湾里区始终把城市建设与旅游产业发展进行深度融合，将城市建设
项目打造成景区景点，完善旅游功能，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配套服务，
精心打造以北线“娱乐观光”休闲游、中线“森林康氧”生态游、南线“多彩
田园”乡村游为代表的 3 条精品旅游线路。如今，放眼全区，乡村游、养生
游、文化游等旅游业态生机勃勃，成为湾里区旅游经济的新亮点，产城融
合为湾里旅游吸引了人气。

2018 中国南昌·梅岭伶伦音乐节将于 9 月 22 日至 23
日在湾里区新经济产业园举行，一些实力歌手将轮番登场，
全力打造一场露天视听盛宴，进一步打响“伶伦”音律发源
地品牌。

连续两年举办的梅岭伶伦音乐节已成为江西盛大的音乐
节庆活动。以文聚人，以乐会友，湾里区为广大音乐从业者和
乐迷搭建音乐传承与分享的公共平台，深化游客体验。近年
来，湾里区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因地制宜，深入挖掘特有
的音乐、爱情等文化元素，打造太平心街啤酒节、伶伦音乐节、
赛车文化节等一批群众性旅游节庆活动，全力推动文化与旅
游深度融合发展。

从南昌的边郊小区到都市中心花园；从空有青山绿水到旅游项目层出不穷；从单一发展农家乐到精品民宿悄然兴起……
近年来，南昌湾里区突出并发挥丰富的生态和旅游资源优势，将青山绿水的美丽生态，变成万家致富的美丽经济，书写全域旅游发

展新篇章。

·广告·

“周末休闲哪里去？南昌最美是湾里。”漫步湾里城区，占地数百亩的
岭秀湖市民公园在远处巍巍青山衬托下，显得别有一番风味；步入梅岭镇
西昌分场，一湾溪水缓缓流淌，在碧荷烟柳映照下，白墙黛瓦的农家小院
错落林立，勾勒出湾里农村如画的田园美景……

湾里区按照“南昌中心花园、都市生态旅游区”的目标定位，对城乡进
行全面改造，促使城区、农村的形象面貌大变样：先后启动三轮大规模旧
城改造，共拆迁 25 个自然村、180 万平方米房屋，基本消除“城中村”和棚
户区；对旅游公路沿线山、水、路、村和集镇进行了整治，并建成数条连接
全区各镇与城区的绿化长廊。前湖快速路正式通车，融城步伐不断加快。
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城乡一体化显山露水，湾里区正实现从“景点游”到
“全域游”的华丽转身。

梅岭国际马拉松 九龙溪生态公园 前湖大道快速路 摄影/陈斌 岭秀湖市民公园 泊园茶村民宿 湾里秀美乡村

梅梅岭岭伶伶伦伦音音乐乐节节

新华社首尔 9 月 19 日电(记者陆睿、耿学
鹏)正在平壤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 19 日上午
与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签署《 9 月平
壤共同宣言》，双方就早日推动半岛无核化进
程、加强南北交流与合作、努力把朝鲜半岛建
成永久和平地带等达成一致。

当天上午 11 时 20 分许，文在寅与金正恩
在平壤百花园迎宾馆举行第二轮会谈后签署宣
言并举行共同记者会。二人互换文本后亲切握
手庆祝，面对媒体记者露出微笑。

金正恩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说《板门店
宣言》是使北南关系实现历史性转圜的第一
步，《 9 月平壤共同宣言》则使北南关系更上
台阶，促使半岛成为稳固的和平安全地带、让
半岛和平繁荣的时代更早到来。金正恩还表示
将于近期访问首尔。

文在寅说：“现在开始将迎来没有战争的
朝鲜半岛，今天南北协商决定消除半岛全域可
能引发战争的所有危险。”他还说，南北首次
就无核化方案达成协议，“这是很有意义的成
果”。

根据韩国官方发布的宣言内容，双方就努
力把半岛建设成没有核武器、核威胁的和平土
地并为之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达成一致。如果
美国根据 6 月 12 日签署的朝美联合声明的精
神采取相应措施，朝鲜有意采取诸如永久废弃
宁边核设施等追加措施。朝方还决定，将首先
在相关国家专家的参与下永久废弃东仓里导弹
发射台和发动机试验场。

双方决定在互惠共荣的基础上增加南北交
流与合作，商定于今年年内举行连接东海线、
西海线铁路和公路的动工仪式，视情况首先实
现开城工业园和金刚山观光项目的正常运营，
并就设立西部海域经济共同特区、东部海域观

光共同特区展开磋商。
为从根本上解决离散家属团聚问题，双

方决定早日启动金刚山地区的离散家属常设
会面所。其他领域交流合作方面，双方商
定，平壤艺术团 10 月访问首尔进行演出，

韩朝将努力共同申办 2032 年夏季奥运会。
当天，韩国国防部长官宋永武、朝鲜人

民武力相努光铁还签署了《〈板门店宣言〉
军事领域履行协议》，作为《 9 月平壤共同
宣言》的附属协议。韩朝双方决定将积极采

取实质性措施，消除朝鲜半岛战争威胁，终
结包括非武装地带区域在内的军事敌对关
系，把朝鲜半岛建设成“永久的和平地
带”。

韩国分析人士认为，《 9 月平壤共同宣
言》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南北关系缓和与发
展、增进韩朝民族和解与交流，同时促进韩
朝缓解军事紧张局面、消除韩朝间偶发军事
冲突。韩朝决定尽早在半岛无核化进程方面
取得必要进展，这将有助于促进朝美展开对
话、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和构建半岛永久和
平。

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记者侯晓晨)
朝韩领导人 19 日在平壤再次会晤，签署
《 9 月平壤共同宣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在当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
此表示欢迎，对双方所作积极努力表示赞
赏。

有记者问：朝韩领导人 19 日签署了
《 9 月平壤共同宣言》，阐明了实现半岛无
核化、改善北南关系、缓解军事紧张的意
志。中方对此有何评价？

耿爽说，朝韩领导人在平壤再次会晤，签
署《 9 月平壤共同宣言》，就改善发展相互关
系、缓和地区军事紧张、推动半岛无核化与和
谈进程达成新的重要共识。“我们对此表示欢
迎，对双方所作积极努力表示赞赏。”

他表示，和平与繁荣、和解与合作是半
岛和本地区人民的共同夙愿。作为半岛近
邻，中方一贯支持半岛北南双方通过对话协
商改善相互关系，推进和解合作。希望朝韩
双方继续落实好有关宣言共识，不断努力推
动北南互动合作，为政治解决半岛问题、实
现地区持久和平发挥积极作用。

韩朝再签宣言，首就无核化方案达成协议
外交部：欢迎朝韩领导人签署《9 月平壤共同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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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防部 18 日说，以色
列战机 17 日轰炸叙利亚目标期
间以俄军机为掩护，造成一架俄
军机被叙防空系统击落，15 名俄
罗斯军人遇难，“责任完全在以色
列”。但据俄媒体报道，俄总统普京
18 日在谈及这起事件时称之为
“一连串悲剧和意外”所致的结果。

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未与以
色列硬碰硬，随着俄罗斯和土耳
其就叙伊德利卜省局势达成协
议，俄方不希望因小失大。

【新闻事实】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俄方
将保留采取相关回应措施的权利。
据俄国防部介绍，直至以色列战机
轰炸开始前一分钟，以方才通过军
事热线向俄方告知相关行动，此时
俄军机已来不及撤出危险区域。

普京 18 日在与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说，以色列
的攻击行动侵犯了叙利亚主权，
也违反了俄以之间相关协议，以
方应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件再次
发生。内塔尼亚胡在与普京通电
话时，对俄军人遇难表示惋惜，但
称叙利亚需对这一事件负责。

普京 17 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两国就伊德利
卜省局势达成协议，决定于今年 10 月 15 日前在该省政府
军和反政府武装之间建立非军事区，并将“征服阵线”等极
端组织赶出这一区域。叙利亚、伊朗 18 日分别对俄土达成
一致表示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相信这能使
该省数百万居民暂时免遭灾难。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说，就俄军机被击落一事，普京的表态与俄国
防部的强硬表态有所差别，他对内安抚军人家属和国内民
众，对外从俄在叙利亚乃至中东的大局出发，未与以色列硬
碰硬。俄方在介入叙利亚局势的同时与海湾国家保持可合
作、可交流、不为敌的策略，眼下也不希望在叙利亚局势趋
于明朗之际因小失大。

分析人士说，俄土就伊德利卜省局势达成协议，不仅
“叫停”了叙利亚政府军即将展开的全面军事攻势，也为叙
利亚战后政治安排埋下伏笔。如果俄土协议得到落实，除伊
德利卜省极端组织残余武装将被消灭，由美国等西方国家
支持的大多数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也将丧失最后立足之地，
只有土耳其支持的少数反政府武装还能继续存在下去，这
将方便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今后在叙利亚战后政治安排
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令西方国家被边缘化。分析人士认为，
在这个当口发生俄军机被击落事件，以色列及美国恐怕也
能从俄方反应中一探其真实态度。

【即时评论】

叙利亚有“中东的心脏”之称，所牵动的激烈博弈恐怕还
难以平息。叙利亚从战乱转向和平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甚
至还会发生更多阵痛，这将考验各方智慧和危机处理能力。

政治解决是实现叙利亚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出路。国际
社会还应形成合力，继续打击恐怖主义，巩固反恐成果，并
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伤及无辜平民。

(参与记者：邵杰、赵嫣、王晨笛、陈文仙；编辑：危玮、孙
浩)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

▲ 9 月 19 日，在朝鲜平壤，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右）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
签署《9 月平壤共同宣言》后合影。新华社发（韩朝首脑平壤会晤韩方联合采访团供图）

■新华国际时评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
18 日起在平壤举行年内第三次会晤，并于 19
日签署《 9 月平壤共同宣言》，两国防长还签
署了旨在减缓半岛紧张局势的军事协议。

今年以来，朝韩双方为纾解半岛问题作出
的积极努力和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成为半
岛问题寻求解决进程中的一大亮色。两国领导

人在半年时间内三度会面，今年 4 月首次会
晤后签署的《板门店宣言》也正在一步步付
诸实施。

朝鲜半岛问题的重要一方是美国，朝核
问题的根源是朝美矛盾。朝美领导人今年 6
月在新加坡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双方共同
表示将努力“建立新的朝美关系”，以及
“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和平机制”。然而
新加坡会晤后，朝美对话再度陷入某种停
滞。美方不断释放出的一些信号让人不无担

忧，比如就在此次朝韩领导人会谈之际，美
国仍在寻求强化对朝制裁。朝鲜《劳动新
闻》日前发表评论说，美国没有表现出其承
诺的发表终战宣言等建立互信的意志，反而
一味坚持朝鲜要先完成弃核才能谈其他问
题。

解决半岛问题，需要下定对话协商解决
的决心，坚定对话寻找突破的意志，充分考
虑对方的关切，强化施压的做法只会引发对
立和对抗。

朝韩双方的密切互动，为半岛问题解决
而展现的耐心和毅力，应令美方有所触动。

虽说半岛问题难以一日化解，然而正如古语
所说，有志者事竟成。如果美朝也能像朝韩
那样，本着平等对话的心态，不断通过实际
举动增强互信，不断想方设法弥合分歧，建
立共识，让签署的协议声明等不断落在实
处，相信会为半岛问题的解决找到新的突破
口。 (记者江亚平)

新华社平壤 9 月 19 日电

面对朝韩会晤，美国应有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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