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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广西田林县高标准推

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倾力打造一支

懂扶贫、会帮扶、作风硬的干部队伍，

夯实精准扶贫工作的人才基础。

以“六个全覆盖”全面推进。田

林县建立扶贫干部教育培训优先制

度，大力实施“干部全覆盖教育培训

行动计划”，共投入扶贫培训经费

435 万元，实现对乡(镇)党政领导干

部、行业部门干部、扶贫系统干部、

帮扶干部、驻村干部、行政村干部教

育培训“六个全覆盖”。

确保“规定动作”不走样。田林县认

真对照上级培训要求，专题研究高位

推进，形成县抓统筹、部门配合、乡镇

协同、全员参与的教育培训格局。在组

织县、乡、村等各级各类干部参与的培

训中，采取专家授课、外出考察学习、

农村现场教学、知识竞赛等形式，帮助

干部掌握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具体工

作方法。

实现“自选动作”创新提质。田林县

选聘实践经验丰富、理论水平较高的

党政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乡土人

才担任兼职教师共 78 名，组建了壮语

培训队、科级领导培训队、贫困村党组

织“第一书记”培训队、驻村工作队员培

训队、村干部培训队等 5 支培训队共

42 人，深入贫困村屯，通过壮戏、快板、

讲座等形式，举办 100 场“板凳圈”“乡

村夜话”“乡村夜校”等系列培训，完成

贫困村党支部书记、农村党员致富带

头人、村信息员等专题培训班 12 期

1072 人次。通过全覆盖培训活动，干部

帮扶能力、“双带能力”得到提升。

文/甘天龙

广广西西田田林林县县：：“大培训”夯实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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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马冰河入眼来
致远舰设计图重见天日记

新华社英国纽卡斯尔 12 月 10 日电(记
者桂涛)甲午之殇是中国人永远的痛，战沉
的致远舰是痛中之痛。

新华社记者日前在英国纽卡斯尔泰恩—
威尔档案馆找到致远舰部分设计图。致远舰原
厂图纸在国内外首次被发现，专家认定其意义
重大，为从军舰结构上剖析致远舰在甲午海战
中的沉没原因提供了新的角度与可能。

泰恩—威尔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浩如烟
海。记者在其中细细查找，历经数日竟“打
捞”出飘扬着黄龙旗的致远舰照片、李鸿章
当年访问纽卡斯尔的前期沟通信函、北洋海
军超勇舰设计图纸等。

旧事如流水，空留寒烟衰草。这些照片和
档案仿佛将记者带回 100多年前，那些威武的
战舰、那群英勇的官兵、那段悲壮的历史……

这套名为“中国巡洋舰舵机设计图”的档
案起初并不引人注目。记者申请调阅后，档案
管理员将一套七张图纸小心捧来。配重条压住
最长的一张，淡黄色亚麻长卷缓缓打开，图纸
上用红、黑、蓝三色水笔细致画出机械构件、标
注数据，虽历百年仍清晰流畅。图纸正上方是
黑色墨水书写的英文花体“Cruisers.Nos493&4”
(“巡洋舰编号 493和 494”)字样。再查看其他 6
张图纸，也有同样的编号——— 也就是说，这套
图纸为“493号”“494号”两艘巡洋舰共同所有。

在档案馆工作了 17 年的档案员瑞秋·
吉尔与档案馆海事历史部原负责人、英国海
事历史学家伊恩·怀特黑德十分尽责。在记者
的申请下，他们反复查找、核对资料，证实了
致远舰的建造编号正是“493”。吉尔还指出，

图纸右下角用铅笔书写的“2/12/86”“29/10/
86”等日期，是船上各部件完工的日期，其中
“86”指的是 1886 年。档案记载，致远舰完工
于 1887 年 7 月，这与图纸日期也对应上了。

吉尔回忆， 1937 年当地一座造船厂在
倒闭时将包括致远舰图纸在内的一批档案
捐赠给本地的一家博物馆，其后几经辗
转，档案最终在 2001 年正式移交给泰恩—
威尔档案馆。她确认，最初捐赠档案的造
船厂前身正是阿姆斯特朗造船厂。“这套
(致远舰)图纸此前始终无人问津。”吉尔告
诉记者，“来档案馆查找相关资料的多是
日本学者，他们对纽卡斯尔造日本舰船的
资料很关注。”

记者随即联系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研究员、“丹东一号”(致远舰)沉
船考古调查领队周春水，考古学家、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长期关注纽卡
斯尔建造中国战舰的北洋海军历史研究学
者张黎源等专家，他们在看到这批图纸的
照片后都十分激动，认为图纸为中国近代
史、甲午海战和世界舰船技术史的研究提
供了珍贵资料、填补了历史空白。

致远——— 这艘众人关注的“命运之舰”是
中华民族百年屈辱苦难与顽强抵抗的象征，
让国人魂牵梦萦。在致远舰的诞生地，能帮助
它的设计图纸在百年后重见天日，善莫大焉。

 11 月 2 日在英国纽卡斯尔的泰恩—
威尔档案馆拍摄的致远舰设计图纸。

新华社记者韩岩摄

新华社英国纽卡斯尔 12 月 10 日电(记者
桂涛、顾震球、翟伟)两米长的淡黄色亚麻纸已
褶皱卷边，图纸上“Cruisers. Nos493&4”(“巡
洋舰编号 4 9 3 和 4 9 4 ”)字迹工整、墨迹清
晰……尘封百年，甲午海战中抗击日舰后沉没
的清北洋海军致远舰部分原厂设计图纸在其建
造地——— 英国纽卡斯尔市的一家档案馆首次被
发现，为打捞那段悲壮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新华社记者日前在泰恩—威尔档案馆查找
北洋海军史料时发现一套名为“中国巡洋舰舵机
设计图”的原始图纸。这套图纸共 7张，上面用红、
蓝、黑三色手绘标注舰船舵机系统，数据具体到诸
如舵柱直径，对舰型、舱室布局等也细致描绘。舵
机是改变舰船航向的操作系统，作用类似“鱼尾”。

“建造编号是每艘在建舰船专有的身份证
明，标注在船台、船身钢板、设计图、造价表等
处。”泰恩—威尔档案馆海事历史部原负责人、
英国海事历史学家伊恩·怀特黑德向记者确认，
“因此这些图纸属于致远和靖远，确定无疑。”

英格兰东北部的纽卡斯尔曾是世界造船业
重镇。致远、靖远、超勇、扬威四艘巡洋舰均为
19 世纪末阿姆斯特朗造船厂为北洋海军所造。

在档案馆工作了 17 年的档案员瑞秋·吉尔
证实，1937 年捐赠致远舰设计图的造船厂前身
正是阿姆斯特朗造船厂。

泰恩—威尔档案馆主要收藏纽卡斯尔地
区 12 世纪至今的重要造船及建筑档案。记者
还查询到致远舰照片、清政府当年订购舰船相
关书信、超勇舰设计图纸等档案，共约 300件。

“致远舰原厂设计图纸首次被发现，意义重
大。”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
员、“丹东一号”(致远舰)沉船考古调查领队周
春水在查阅图纸信息后说，“这套图纸可与致远
舰水下考古成果互为参照，研究价值很高。”

北洋海军历史研究学者张黎源认为，新
发现的图纸第一次将致远舰的准确舰型、舱
室布局、防护甲板布置方式等情况呈现给世
人，提供了从军舰结构方面剖析它沉没原因
的全新角度。

致远舰是北洋海军先进的军舰之一，于
1887 年完工。在 1894 年甲午战争中，邓世昌
任管带的致远舰在冲向日舰时被击沉，舰上
官兵大部分壮烈殉国。

伦敦国王学院东亚战争史研究专家阿莱
西奥·帕塔拉诺认为，虽然致远舰的性能在建
造初期是世界一流，但先进武器还需要先进
的人、先进制度的配合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秉持开放态度、一刻不停地学习才是一
个国家走向繁荣的保证，才是最强大的武
器。”他说。

甲午海战致远舰设计图百年后重见天日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0 日电
(记者侯晓晨)针对有欧盟人士
称因“强制后门”对华为等中
国企业感到担忧，外交部发言
人陆慷 10 日表示，基于“猜
测”对企业正常经营设置障碍
的做法是非常荒谬的，希望有
关国家能够为中国企业投资、
经营、合作提供公平、透明和
公正的环境，不要再出于其他
目的为中国企业的正常运营设
置不必要的人为障碍。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据报道，欧盟委
员会副主席安西普称，欧盟
不得不对华为等中国企业感
到担忧。中国政府可能要求
科技企业与情报部门合作，
如通过安装“强制后门”访
问加密数据。中方对此有何
回应？

陆慷说，一段时间以来，
个别国家的一些人总是在讲华
为“可能”会对他们的国家安
全造成威胁，但是到现在为
止，这些人从来就没能提出一
个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华为
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国家安
全，这种基于“猜测”对企业
正常经营设置障碍的做法是非
常荒谬的。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
背景下，我相信这也不利于
各国开展互利合作。”他
说，“如果他们国家的产品
或者投资合作也因为这样无
端的猜忌而被限制，他们自
己会怎么想？”

陆慷表示，华为是一家自
主发展的中国民营企业，与世
界很多国家都开展了很好的合
作，中方到现在都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因为跟华为合作而
产生安全问题。目前已经有二十多个国家与华为签署了 5G
商用合约，认为华为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的国家其实更
多。

他介绍说，就在上星期，葡萄牙企业与华为公司签
署了合作协议；在上个星期的第六次中法财金对话上，
法国财长勒梅尔在巴黎向记者表示，对法国来说，华为
是一家重要的企业，法国欢迎华为在法国投资；不久
前，德国政府官员也表示，德国政府不考虑禁止外国供
应商提供 5G 设备，德国电信企业正在与包括华为在内
的多家厂商就 5G 网络开发进行合作。“这些例子也足
以证明华为在创业和经营的过程中，越来越得到国际伙
伴的信任。”

“中国法律法规没有授权任何机构可以强迫企业
安装‘强制后门’。中国政府一贯鼓励中国企业在遵
守国际规则和当地法律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我
们也希望有关国家能够为中国企业投资、经营、合作
提供公平、透明和公正的环境，不要再出于其他目的
为中国企业的正常运营设置不必要的人为障碍。”陆
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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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 12 月 10 日电(记者张代蕾)10
日，一场礼赞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图片展在英
国伦敦市中心国王十字车站展出。

“变革与梦想———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图片
展通过精选的 60 幅照片，聚焦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老百姓的生活瞬间，展现中国与世界的交
流，以及中国的发展理念和贡献。此外，展览还
包含 20 幅体现中英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照片。

据主办方介绍，所有展出的照片都来自新
华社保存的珍贵历史图片，记载了京九铁路通

车、香港回归、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等重要
历史时刻，更记录了中国人民朴实、自信的笑
容。

这些笑容来自 70 年代末包产到户的安
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长，也来自恢复高
考后北京大学录取的第一批新生；来自 80 年
代上海理发店里和北京街头的时尚青年，也
来自建设深圳特区的工人；来自 90 年代西藏
农村唱卡拉 OK 的藏族姑娘，也来自“和谐”
号动车上的乘务员……

在繁忙的国王十字车站，不少乘客停下
匆匆脚步，在照片前驻足观看。一名女士拖着
行李箱仔细看完了每张照片的说明，她说自
己对七八十年代的黑白照片和这些照片背后
的故事尤其感兴趣。

在展览开幕式上，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
化处公使衔参赞项晓炜致辞说，中国的改革
开放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
给中国带来了深刻变化。这次展览为英国观
众了解这个进程提供了鲜活的窗口。

新华社伦敦分社社长顾震球代表主办方
致辞说，希望本次图片展帮助更多的英国普
通民众了解中国。“在这 40 年中，每一个中国
人都在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而不懈奋斗。
他们的梦想汇聚成了推动中国发展的巨大力
量，而这个展览就讲述了这些普通中国人的
生活故事。”他说。

本次图片展由中国国际文化影像传播有
限公司主办，世界摄影组织承办，将持续到
16 日。

“变革与梦想———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图片展在伦敦举行

▲这是 11 月 2 日在英国纽卡斯尔的泰恩—威尔档案馆拍摄的馆藏照片。新华社发

日前，新华社记者在英国
纽卡斯尔档案馆发现一套北洋
海军致远舰和靖远舰原厂设计
图纸。那段夹杂着惨痛和悲壮
的历史，伴随着黄海海面上的
炮声和硝烟，仿佛就在眼前。

英国船厂当年依照这些图
纸建造的致远舰，已经在 100 多
年前的甲午海战中沉入海底。靖
远舰在甲午海战后还参加了威
海卫保卫战，受重创后为免落入
敌手，于 1895 年被清军炸沉。

面对多年无人问津、已经
发黄的手绘设计图纸，令人感慨
万千。历史是清醒剂，也是教科
书。甲午战败不仅败在装备上，
更败在制度上。当年从英国定购
的巡洋舰不可谓不先进，但闭关
锁国、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没能用
先进的装备挽救自己衰败的命
运。历史的教训再一次启迪世
人：先进的武器只有与先进的制
度相结合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甲午之殇却永远是中国人
民心中的痛。

痛定而思痛，知耻而后勇。

中国人民从甲午之痛中再次领
悟到：失去了奋发进取、日新又新
的民族精神，在国力衰落的大背
景下，仅靠几件新式武器，无法挽
救败亡的命运，最终决定战争胜
负的是人而不是物。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展望未来，唯有继续发扬自强
不息的民族精神，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
放，用先进思想武装头脑，以开放的胸怀不断学
习和开拓奋进，才是远离落后挨打命运、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动力。 (记者顾震球、
桂涛) 据新华社英国纽卡斯尔 12 月 10 日电

新华社布鲁塞尔 12 月 10 日电(记者田栋栋)欧洲法院
10 日裁定英国可以单方面撤回其递交给欧盟的“脱欧”请
求。若撤回，英国仍将作为欧盟成员国享有现有权利。

欧洲法院在当天的裁定书上强调，只要欧盟与该成员
国之间签订的“脱欧”协议尚未生效，或者尚未达成此类协
议，那么在成员国递交“脱欧”意向书的两年内或者“脱欧”
过渡期内，成员国都可以撤回“脱欧”请求。

裁定书同时强调，成员国必须经由符合本国宪法要求
的民主程序才能做出“撤回请求”的决定，同时必须以书面
形式递交欧洲理事会。一旦递交“撤回请求”，相关成员国在
欧盟内的权利和地位没有变化，同时“脱欧”程序自动终结。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 11 月 25 日正式通过此前与英国
达成的“脱欧”协议。英国议会将于 12 月 11 日就该协议举
行投票。欧洲法院选择此时做出该裁决耐人寻味。目前，英
国多个党派仍然对“脱欧”协议表示不满，表示将在议会投
票中反对这份协议，令英国面临“无协议脱欧”的风险。英国
首相特雷莎·梅此前在一封公开信中呼吁英国民众支持这
份“脱欧”协议，但民众意见依然非常矛盾和分裂。

英国议会下院 4 日通过一项决议，指责政府藐视议
会，要求政府立刻公布“脱欧”协议的全部法律建议。下院随
后表决赋予议会权力，一旦“脱欧”协议被议会否决，议会将
有权投票决定其他选择。

英国 2017 年 3 月 29 日正式向欧盟递交“脱欧”信函，
成为首个寻求退出欧盟的成员国。

欧洲法院裁定英可以

单方面撤回脱欧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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