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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榜样风采

FENDOUBAINIANLU QIHANGXINZHENGCHENG窑月粤晕郧再粤晕郧云耘晕郧悦粤陨

关注 GUANZHU

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明

CHUANCHENGZHONGHUAWENHUA HONGYANGZHONGHUAWENMING

76 岁的刘贵今是个“专一”的人，

他把近 40 年的光阴全部投入了一项

事业———对非外交。

他前后在非洲常驻 17 年，为海外

中国公民撑起一把把“伞”，为中非友

好架起一座座“桥”；为中非合作论坛

顺利举办，他三天三夜没合眼；在本该

退休“享清福”的年纪，他又一次披挂

上阵，出任首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

别代表。

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挂在胸前，

刘贵今既感到兴奋又有些“不安”，“我

要再多学一些，多做一点”。

苦中透着“甜”

【从信使开始外交生涯】

1981 年，刘贵今在肯尼亚开始了

他首段驻外经历。

对于非洲大陆，刘贵今并不陌生。

过往的 9年间，他的工作就是在外交

部和驻非洲各使领馆间传递外交邮

包。

上世纪 70 年代的非洲，条件艰

苦、通信手段落后，许多外交人员的家

书私信要靠外交邮包传递。“知道我要

来，无论飞机到得有多晚，使馆的同事

都会熬夜翘首以盼。”刘贵今说，“有的

同事孩子考上大学，高兴地要请我吃

饭。那时候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烽火

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驻肯尼亚的 5 年间，刘贵今只休

假回过一次国。和妻子临行前，三岁的

儿子哭着要爸爸妈妈；任满回国时，孩

子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受条件所限，

这种爱别离苦是许多老一辈外交官的

共同记忆。

“有时大家只看到西服、领带、鲜

花、美酒，外交工作需要的更多是奉献

和付出。”刘贵今感慨道。

【惊险一幕+艰辛时光】

“当时，爆炸的中心就像一个陨石

坑，周围也被炸出了一些小坑，大大小

小的弹壳随处可见。”提起驻外的经

历，刘贵今至今仍心有余悸。

1991 年，时任中国驻埃塞俄比亚

大使馆参赞的刘贵今亲身经历了一场

激烈的政权交替。当年 5月，门格斯图

政权被推翻，门格斯图狂热的支持者

们一怒之下点燃了弹药库，一时之间

大量的子弹、炮弹、手榴弹到处乱飞。

“使馆的院子里落进来好多炮

弹。”刘贵今卧室的窗玻璃被一颗流弹

打碎，子弹就掉在了他的枕头旁边，再

偏一点就击中头部。

兵荒马乱中，中国援助埃塞俄比

亚的专家和许多使馆工作人员撤回国

内，刘贵今作为临时代办同其他六七

位同事留下来继续工作。食物短缺、断

水断电，他和同事都想办法一一克服，

反而留下不少“甜蜜”的回忆。

战乱时期肉蛋奶最为紧俏，妻子

便托去邻国赴任的同事从家乡辗转带

来一些咸鸭蛋。“多亏了老伴，那可真

是开了‘荤’了。”

对驻外的艰辛，刘贵今一笑带过。

传承友谊，深化合作

自从踏上非洲的土地、从事对非

工作，刘贵今就爱上了这片沃土，从此

不离不弃。

【曼德拉“尊贵的客人”】

2002 年，新南非首任总统纳尔

逊·曼德拉提出希望与中国领导人通

电话，共同努力劝阻美国侵略伊拉克。

“当时曼德拉正与西北省省长一起吃

午饭，看到我来了，他说‘午餐到此结

束，我尊贵的客人中国大使来了’。”

在刘贵今的对接下，双方领导人

顺利通话。

通话结束后，曼德拉很高兴，与刘

贵今聊天。他告诉刘贵今，自己在罗本

岛监狱坐牢时，用配给的香烟盒包装

纸叠成五星红旗的样子，并在放风时

和狱友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特殊的

握手方式庆祝中国国庆。

曼德拉坚信，中国革命的胜利是

对被压迫民族斗争的莫大鼓舞与支

持。这份情谊令刘贵今感佩至今。

“中国跟非洲各国同为发展中国

家，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这些因素是

中非紧密团结的重要原因。”刘贵今

说。

【中非关系的新纪元】

2000 年 10 月，中国和非洲国家

领导人相聚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

首届会议，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的新

纪元。

论坛“呱呱坠地”，离不开刘贵今

的辛勤付出。

上个世纪末，国际上有不少对非

合作多边机制。中非情谊深厚，成立中

非合作论坛是许多非洲国家的共同心

愿。

作为时任非洲司司长，调研筹备

工作自然而然被交到了刘贵今手中。

开会讨论后，刘贵今的第一感受

是———困难。中方一开始就不想把这

个平台开成“清谈馆”，如何拿出实质

性举措成为首个需要突破的难点。

刘贵今和同事们经过反复商讨、

设计，最终提出方案———适当减免非

洲涉华债务，设立人力资源合作基金，

进一步对非开放市场。这一设想很快

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在非方的积极推动下，首届论坛

会议内容不断走深走实。“谈了三天三

夜，三天三夜没睡觉。”最终，首届论坛

会议形成机制，确定每三年举办一届

部长级会议。

看着自己参与创办的平台从一个

“婴儿”成长为英姿焕发、蓬勃向上的

“小伙子”，成为引领对非合作的旗帜，

刘贵今感慨万千，“这个论坛如今已是

硕果累累”。

拳拳赤子心，殷殷报国情

【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2007 年，年过花甲、已办完退休手

续的刘贵今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命———

出任首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重点围绕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展开

工作。

北京奥运会举办在即，西方一些

媒体和政客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利用达

尔富尔问题大造舆论，认为中国帮助

苏丹开发石油是“助纣为虐”。“这完全

是歪曲事实！”刘贵今愤愤不已。

手续一办完，刘贵今就马不停蹄

赶往苏丹。面对西方舆论铺天盖地的

抹黑和丑化，他一方面选择尽可能多

地会见记者，另一方面赶赴有关国家

开展斡旋，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会

议桌前都留下了刘贵今的身影。

“当时我就抱定一个信念，就是要

让外界看到中国的身影，听到中国的

声音，了解中国的立场。”刘贵今的努

力得到了正义的回音。许多西方秉持

客观态度的专家学者纷纷站出来为中

国辩护，肯定中国为解决危机发挥的

积极作用。

刘贵今还用实际行动化解了多次

潜在危机。

国际刑事法院向时任苏丹总统巴

希尔发出逮捕令后，苏丹做出了激烈

反应，一度要驱赶维和部队和人道主

义专家。刘贵今闻讯紧急飞往苏丹多

方劝解，避免了冲突爆发。

【永远在路上】

近 40年间，刘贵今几乎走遍了非

洲。如今虽然退休在家，他还是关心、

惦念着非洲。

在他看来，外交既是一份艰巨而

光荣的工作，也是一片“天高任鸟飞，

海阔凭鱼跃”的广阔舞台。从事外交工

作一定要有广博的知识、严明的纪律

和一颗为国奉献的赤子之心。

“永远不要觉得自己的知识够用

了，要永远觉得自己还缺少点什么，应

该再多学习点什么，以更好地代表国

家、代表人民完成使命。”这是刘贵今

对年轻外交官的殷切嘱托。

谈及个人贡献，他连连摆手：“‘七

一勋章’是我们外交战线的集体荣誉，

这是我实实在在的一点感悟。”

据新华社

有这样一段数来宝：

提起窑沟不简单,

耐火土层山连山,

山里山外有煤炭,

能烧耐火器材、耐火砖

大缸、长型、大官坛,

大盒小盆花纹纹盆

油瓶、油缸二人罐,

还有火罐钵钵油灯盏。

这里的窑沟就是指清水河县

的窑沟乡，窑沟乡位于县境西南

部，距县城 35 公里，西与鄂尔多斯

市准格尔旗隔黄河相望，南以古长

城为界与山西省偏关县相毗邻。窑

沟乡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其中耐火

黏土不仅储量大，而且品位高。耐

火黏土又是制造生产陶瓷制品的

原材料。

再说陶瓷器具，在很多人的记

忆中并不陌生。上世纪 80 年代以

前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家户中，其是

必备的生活用品，最主要的用途就

是储存生活用水，而农村则用途更

广：除盛水外还可以储藏粮食、腌

制咸菜、酿酒造醋，等等。

在窑沟乡的大山深处，有个村

庄叫黑矾沟村，就在这个村里有一

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清水河瓷艺。清水河瓷艺历史悠

久，已传承几百年了。

《乌兰察布盟文史资料》中记

载，瓷业是清水河的“四大宝”之

首，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生产历

史。据说，明末清初时期，山西省保

德县有少数贫苦农民，顺黄河而

上，流浪谋生，后定居于黄河东岸

的清水河县境内的黑矾沟等村。这

里陶土细腻，黏性较大，又紧靠黄

河，水运交通方便。于是他们引进

了保德县陶瓷技术，开始生产陶瓷

制品。以后生产瓷器的人越来越

多，产品除满足当地需要外，还远

销托克托县、土左旗、包头、五原、

和林、呼和浩特、大青山以北一带

和甘肃、宁夏等地。

解放后，政府十分重视清水河

的制瓷业。1955 年。政府为了使清

水河的陶瓷生产形成规模，进行了

公私合营，把个体作坊改成了合作

生产，使清水河制瓷业得到了进一

步发展。1958 年，清水河县窑沟乡

成立了第一个国营陶瓷厂。这时，

黑矾沟里燃烧了几百年的窑火熄

灭了，传统的“馒头窑”被废弃了。

改革开放后，清水河的陶瓷才

真正名声大噪，盛极一时。在上世

纪 80 年代的窑沟乡，生产陶瓷的

厂家有很多，国营工厂有 4家，其

他个人经营的小工厂有数十家，生

产的品种有日用、园林、工艺美术、

仿古、建筑陶瓷等 8大类。当时，在

窑沟乡及沿黄河一带，光是从事陶

瓷生产的人员就多达近万人，陶瓷

业一度成为清水河的龙头产业。

在内蒙古中西部，几乎家家户

户都用过该地生产的瓮缸、坛罐和

盆碗。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国有企

业改制，清水河的国营陶瓷厂转为

私有。此时，南方的陶瓷生产企业

引进国外的先进生产技术，产品的

各项指标大大超过了过去的产品，

而刚刚转制的清水河陶瓷企业，在

生产规模和产品研发上仍然原地

踏步，90年代末期，清水河的陶瓷

厂全部停产。

陶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工艺发展史上

都有重要地位。远在东汉时期，我

国劳动人民就掌握了制造陶瓷的

技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生产了

许多质量和艺术价值极高的制品，

没有其他国家可以与之媲美。

“清水河县黑矾沟古瓷窑群”

“清水河县黑矾沟张家瓷艺”，是内

蒙古陶瓷至今最古老、保存最完

整、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物质

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王丰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积极开展

抗疫国际合作，已向 100 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提供了 12 亿剂新冠疫苗和

原液，与中国合作的新冠疫苗生产项

目也在埃及、阿联酋、阿尔及利亚等多

国接连投产……中国疫苗正在用实力

让越来越多国家投下“信任票”。

实力担当

中国国药集团、科兴公司的新冠

疫苗已获批进入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

用清单和“新冠疫苗实施计划”采购清

单，数十位外国领导人带头接种中国

疫苗。中国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得到

广泛认可。

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穆萨耶夫 9

月 7 日在有关新冠疫苗接种的研讨会

上表示，中国新冠疫苗安全有效，在乌

抗击新冠疫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穆萨耶夫表示，他是乌兹别克斯坦最

早接种中国新冠疫苗的人之一，“我对

中国新冠重组蛋白疫苗非常满意，我

（接种疫苗后）没有任何副作用，体内

还产生了大量抗体”。

秘鲁卫生部免疫司司长加夫列

拉·希门尼斯日前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中国新冠疫苗为秘鲁加快全国疫苗接

种进程发挥了关键作用，秘鲁民众对

中国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充满信

心。

希门尼斯强调，秘鲁首先为全国

医护人员接种了国药疫苗。数据统计

表明，国药疫苗在预防重症和死亡风

险方面的有效性为 94%，接种国药疫

苗的秘鲁医生的新冠死亡率降低了

98%。

智利公共卫生研究院日前宣布给

予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在 6

至 17岁人群中的紧急使用许可。研究

院代院长埃里韦托·加西亚对新华社

记者说，鉴于科兴疫苗有符合标准的

安全参数和有效性参数，该机构有充

分理由做出这一决定。

他表示，在关于疫苗有效性的各

项研究中，科兴疫苗的数据都令人鼓

舞，有着减少感染、重症、死亡发生的

实际效果。他还表示，一些研究的初步

结果显示，科兴疫苗对智利现有的新

冠病毒变异株都有中和作用。

阿根廷卫生部长比索蒂 10 月 1

日表示，在研究了国药疫苗所有免疫

原性和安全性数据后，阿根廷药品管

理机构认为该疫苗“非常令人振奋”和

“积极”，因此批准这款疫苗在 3至 11

岁儿童中使用。

同舟共济

作为最早承诺将疫苗作为全球公

共产品的国家，中国一直在推动新冠

疫苗公平可及。截至目前，中国已向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 12

亿剂新冠疫苗和原液，在 15 个国家已

经或正在建设疫苗原液灌装基地，打

造当地疫苗生产中心，并向有疫苗合

作需求的国家提供相应技术支持。

疫情暴发以来，在发达经济体大

量囤积疫苗时，中国向许多发展中国

家提供疫苗，为这些国家解了燃眉之

急，助力其推动疫苗接种。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非洲在新冠

疫苗接种方面落后于其他地区。中国

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持续向非洲国家提

供抗疫物资、派遣医疗专家组，同时与

一些非洲国家开展疫苗合作。今年 7

月份以来，中国政府援助的新冠疫苗

已分别运抵中非共和国、乌干达、坦桑

尼亚、赞比亚……中国还与埃及合作

生产疫苗，帮助非洲地区获得自主生

产疫苗的能力。

如同“及时雨”的中国疫苗在全球

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际社会

赢得广泛赞誉。泰国副总理兼公共卫

生部长阿努廷说，中国疫苗“是我们全

民接种的主力军”。津巴布韦副总统兼

卫生部长奇温加说，中方多次向津方

援助疫苗，持续与津方开展抗疫合作，

助力津巴布韦成为非洲新冠疫苗接种

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卫生

部长利娅·塔德塞说，中国援助的疫苗

将极大帮助埃塞早日实现全国 20%人

口接种的目标。

据新华社

“七一勋章”获得者｜外交老兵刘贵今：赤子丹心，为国尽责

中国疫苗用实力赢得国际信任
清水河瓷艺传承中华陶瓷文明

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张鑫 通讯员刘红

霞）为进一步将党史学习教育与“蒙速

办 一次办”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学

习中汲取为民初心，奋力打造“重要窗

口”，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行政审批和

政务服务局引导全体工作人员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以创新为动力、以服务为根本，激

励党员干部凝心聚力，锐意进取，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上来。

今年以来，该局不断深化审批制

度改革，践行“职责内马上办，职责外

协调办，群众需要帮代办”的服务宗

旨，创新建立了服务企业长效机制、实

行“互联网 + 政务服务”、开通新办营

业执照“双向寄递”等特色服务内容，

大力推行“前台一窗受理,后台并联审

批,内部流转代办,统一窗口出件”的

审批模式，进一步优化简化群众办事

流程，力争打造“审批效率高、服务质

量优、群众获得感强”的政务服务平

台。截至目前，已编制完成 90项“一次

办”的办事指南和流程图；为办事群众

办理单办事项 975 件次、各部门联办

事项 138件次；共为辖区 10 个项目提

供了帮代办和跟踪服务。

下一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行政

审批和政务服务局将继续发动党员力

量，带头现场解难题，研究解决审批过

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同时，主动

提供绿色通道、告知承诺、容缺受理、

特事特办等全领域、全方位、多层次的

服务，为首府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做出

应有贡献。

打造“重要窗口”
优化“蒙速办 一次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