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马普托5月27日电 据埃塞俄比
亚媒体27日报道，该国中部奥罗米亚地区26
日晚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23人死亡。

据报道，该地区在经历了数小时暴雨
后，发生了山体滑坡。

报道说，另有6人在事故中受伤，目前
正在接受治疗。

埃塞俄比亚：

山体滑坡致23人死亡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日说，美方工
作团队已抵达朝鲜，为美朝领导人会晤做
准备。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24日在给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封公开信里宣布，
取消两人原定于6月12日的新加坡会晤。
不过此后数日，相关各方不断释放积极信
号，表现出相向而行的强烈意愿。这表明
对话符合各方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
共同期待。

美国：口风转变
特朗普在24日的公开信中说，朝方近

日显现“极大怒气与公开敌意”，他认为当
前已不适合举行这次计划已久的会晤。

但特朗普25日又改变口风，表示美方
目前正与朝方进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
他与金正恩的会晤仍有可能如期举行。26
日，他更进一步表示，目前关于美朝领导人
会晤的相关准备进行得“非常顺利”，他期
待会晤如期举行。

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
27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希望美朝领
导人会晤能够顺利举行。美朝领导人通过
会晤即使仅建立融洽关系，也将有助于解
决半岛核问题。

有分析人士认为，朝美领导人会晤问
题出现波动，表明长期敌对的美朝之间需要
时间来逐步建立互信。目前，双方在实现半
岛无核化的目标上已表现出一定的共识，但
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路径上还存在分歧。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
道格表示，尽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前两
次访朝，但美朝双方在无核化路径问题上
的分歧依然明显。美方追求立即实现无核
化，而朝鲜则希望分阶段进行。

美智库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指
出，在半岛核问题上，美国政府需在“所想”
和“所能实际实现”中做出选择。他表示，

“全有或全无”的外交政策要么导致外交失
败，要么引发冲突。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

院副研究员王俊生指出，既然已建立起半
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相关各方就需要根
据形势，灵活调整自己的立场，不能过于僵
化。努力尝试寻找各方利益共同点，是当
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朝鲜：展现诚意
朝鲜 25 日就特朗普宣布取消与金正

恩举行会晤作出回应，表示这一决定不符
合国际社会希望朝鲜半岛乃至世界和平与
稳定的愿望，但朝方愿意随时以任何方式
与美国坐在一起解决问题。

据朝中社27日报道，金正恩与韩国总统
文在寅26日在板门店朝方一侧举行会晤。金
正恩感谢文在寅为预定于6月12日举行的朝
美领导人会晤付出的努力和辛劳，并就历史
性的朝美领导人会晤表明“坚定的意志”。

文在寅 27 日在总统府青瓦台宣布前
一天韩朝领导人会晤结果时表示，双方希
望 6 月 12 日美朝领导人会晤能够成功举
行。文在寅指出，美朝双方有必要通过直

接沟通消除误解，有必要通过实务磋商事
先就领导人会晤议题进行充分对话。

文在寅还说，金正恩在会晤中再次明
确表达实现半岛彻底无核化的意志，以及
希望通过朝美领导人会晤清算战争和对立
历史、为和平与繁荣进行合作的意愿。

王俊生指出，朝方积极推动朝美领导
人会晤，表明朝鲜将国家战略重心调整到
经济建设上的决心和意志。与美方改善关
系、为自己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已成为朝
方当前的首要目标。

分析人士表示，朝鲜半岛近来出现的
缓和势头来之不易，政治解决进程正面临
难得的历史机遇。朝美双方进行对话、保
持沟通，符合相关各方共同安全利益。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美方工作团队已抵达朝鲜

朝美领导人会晤峰回路转

5月 28日，在韩国首尔地方警察厅
前，李明姬对媒体讲话。

当日，韩国韩进集团和大韩航空会

长赵亮镐的夫人李明姬在首尔地方警察
厅接受调查。近年来，赵亮镐家族成员
接连曝出打骂员工、利用企业物流网走

私奢侈品、非法雇佣外籍家政人员等丑
闻，引发国民愤慨，并惊动总统府青瓦
台。 新华社发

大韩航空会长夫人李明姬接受调查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陆慷27日就美国军舰
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答记
者问时表示，中方对美方有关行
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强
烈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此类侵犯中
国主权、威胁中国安全的挑衅行
动。

有记者问：据报道，5 月 27
日，美国“希金斯”号和“安提坦”
号两艘军舰进入中国西沙群岛
领海。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5月27日，美国海军
“希金斯”号和“安提坦”号军舰
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中
国西沙群岛领海。中国海军依
法对美舰实施查证识别，并予以
警告驱离。

陆慷说，西沙群岛是中国固
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国政府于
1996年公布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基
线。中国有关法律对外国军舰进
入中国领海有关事宜作出了明确
规定。

陆慷说，美方再次派遣军舰
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违
反中国法律及相关国际法，严重
侵犯中国主权，破坏有关海域的
和平、安全和良好秩序。中方对
美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
坚决反对，强烈敦促美方立即停
止此类侵犯中国主权、威胁中国
安全的挑衅行动。中方将继续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
权和安全。

美两军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

我海军依法对美舰实施警告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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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举行以“新时代的
中国：雄安 探索人类发展的未来
之城”为主题的雄安新区全球推
介活动

吉尔吉斯共和国、哈萨克
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将举行
第二轮投票

受西南季风影响，暴雨天
气已造成斯里兰卡 23人死亡，
4000余幢房屋受损

以色列坦克炮击加沙地带

南部拉法地区。巴方表示，炮击
已致3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死亡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宣
布，将取消已进入招标阶段的马
新高铁项目，并就违约赔偿问题
与新加坡协商

古巴法医研究所宣布已完
成对18日中午古巴航空公司坠
毁波音737客机所有遇难者遗体
的辨认工作

澳大利亚斥资200亿澳元
打造悉尼第二机场空港都市区

（均据新华社）

“ 我 愿 做 一 块 青 石 板 ”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5月28日电（记
者刘天）巴基斯坦总理沙希德·哈坎·阿巴
西28日与国民议会反对派领袖胡尔希德·
沙阿在联合记者会上宣布，双方已达成一
致，同意由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纳赛尔·
穆尔克出任该国过渡政府总理。

巴基斯坦现任政府将于本月 31 日结
束其5年任期。该国将于7月25日举行国
民议会选举，产生新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
随后推选出新总理并组建内阁。在此期
间，将由过渡政府维持国家运行，组织和监
督大选过程。

穆尔克来自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
斯瓦特地区，曾于2014年7月至2015年8月
间出任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巴基斯坦主要反对党正义运动党对穆
尔克出任过渡政府总理表示欢迎。

巴基斯坦:

前首席大法官出任过渡政府总理

（上接第一版）
“事不避难迎难上，党员干部就是

要敢于啃硬骨头。”白大良给自己打气，
并根据村里的实际情况分出轻重缓急，
步步为营。

想致富，得先把村上的路修起来。
考虑到以后发展乡村旅游的需要，白大
良申请把路从原来的 3 米加宽到 6 米。
这涉及征地、拆迁、伐树、挪电线杆，他白
天往返于多个部门之间，晚上和村两委
会干部挨家挨户地做群众工作，经常忙
到后半夜。

7 个月后，一条宽敞平坦的水泥路
通车了。村里的男女老少喜笑颜开，纷
纷竖起了大拇指。“上头派来的人是来干
实事的，不玩花架子，和群众怪一心的！”

得到群众的认可不容易，白大良更
感到了身上的责任之重。路修好后，他
又着手贫困村民易地搬迁事宜。

“你最好别碰这事儿，老辈人安土
重迁，再说搬迁肯定会涉及群众切身利
益，你就等着作难吧。”有好心的朋友提
醒白大良。

但白大良心里十分清楚，“组织派我
来是要我真正带着石板河村民脱贫致
富的，我怎么能怕触及矛盾呢？”他像是
一头“倔牛”，硬着头皮往前走。

果不其然。因为集体承包地的补偿
款分配问题，一个村民组的多名村民聚
集工地，阻挠施工。施工方和村民相持
不下，随时可能发生冲突。正在一户村
民家里忙活的白大良得知消息后，一溜
烟冲进现场，用身体隔挡冲突两方，大声
喊：“有问题冲我来，我为你们解决！”为
了不激化矛盾，他向接警赶来的民警拍
着胸脯保证：“这儿交给我！我一定会圆
满解决阻工问题。”

有村民至今提到这段场景时还说：
“这老白！中！众目睽睽之下，那丝毫不
犹豫、不躲闪的劲儿，让群众看到了啥叫
贴心人！”

然而，大问题解决了，小问题又来

了。两名村民对补偿款不满意，村两委
会干部上门五六趟都没有做通工作。

“要让每一位村民都满意！”当年冬
天的一个晚上，下着大雪，白大良踩着湿
滑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地上门去做工
作。看到嘴唇冻得青紫、浑身直哆嗦的
白大良，两名村民连声“哎呀呀”，不敢相
信他为村里的事情这么上心。

就是那个雪夜，围着村民家的烤火堆，
白大良讲政策、讲发展，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掏心窝子的话说了一圈又一圈……一
堆火烤完，俩村民一拍大腿，说：“老白，啥
也别说了，就冲您一个‘外人’能为俺村操
这么大心，您放心吧，您咋说，俺咋执行！”

白大良认真听取村民诉求，积极协
调施工方和相关部门，拿出了多方认可
的方案，又重新对征地补偿款进行了分
配，最终使工程最终得以顺利竣工。

很快，石板河村易地搬迁安置房正
式竣工，69户村民拿到了新房的钥匙。

接连两个大工程下来，白大良瘦了
好几斤，皮肤更黑了，和石板河村的感情
也更深了。观音堂林站站长马国留心疼
地说：“看看，我们的白大良变成了‘黑’
大良。不过，‘黑’大良已经成了我们的

‘扛大梁’！”

“只要群众能不再过苦日
子，我受再多的罪也值得”

如何找到一条适合石板河村脱贫致
富的产业路子？从入村开始，白大良就
开始想这个问题，任第一书记后更是把
这件事放在了首要位置。

“养蜂！”2017年中秋节回家看望母
亲时，看着手里的蜂蜜，一个念头闪过他
的脑海：石板河村空气清新，环境干净，
适合蜜蜂生长繁衍。

说干就干，他自掏腰包组织村里干
部群众到石龙区、南阳考察学习。3个月
后，第一批蜜蜂运回来分到了村民手里。

“为了养蜂项目，老白可没少遭罪。”

观音堂林站副站长张晓袆回忆道，有一
次，白大良在给蜂后去除节育套时，不知
怎么惹怒了蜜蜂，这群小家伙扑上来就
叮，把他脸上、手上、脖子上叮出了几十
个大包，半个多月都没有消。

“这是蜜蜂给俺发的‘红包’，预示着
这蜜蜂养殖项目一定会红红火火！别说让
蜜蜂叮几下，只要群众能不再过苦日子，我
受再多的罪也值得！”白大良笑着说。

年底时，储备的蜂粮不够用了。为节
省成本，白大良决定自己动手做。做蜂粮
有一道繁琐的工序是给黄豆去皮，当时已
是大年三十了，他把黄豆买回家，母亲、妻
子和女儿全家齐上阵，除夕晚上忙了一晚
上，大年初一全家人又忙到下午4点。

初一晚上，他一边给母亲捶背，一边
唠嗑：“娘，俺知道您看俺这么操心，心疼
俺。咱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村人，您也
吃过日子难的苦头。俺到了石板河村
后，心里就装着群众脱贫这一铺事儿，这
事儿不了俺不走！”娘说：“大良啊，娘理
解，你就放心干下去吧！”

家人的支持，让白大良干得更起劲儿
了。在白大良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石板
河村的养蜂项目进展顺利，目前已有养蜂
户30多户，200多箱蜂。“过几天荆条花大
面积盛开，蜜蜂就能产蜜了，群众脱贫也
就有指望了。加上其他增收项目，今年，
我们村将有104户村民脱贫。”石板河村党
支部书记王周现说。

“群众不富，我心不安。”现在，白大
良又计划依托田园综合体建设发展乡村
旅游，带动更多群众走上致富路。

“这个第一书记，好样的！”

“自打‘老白’来到俺石板河村，群众
的大事小情，他没有不挂在心上的。”石
板河村村委会主任常敏子说。

白大良有一辆旧捷达轿车，村民都
亲切地称它为“爱心直通车”。原来，石
板河村不通客车，白大良每次回县城或

者回村上，只要在路边看见有人等车，就
主动打招呼载他们一程。“群众方便了，
我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和群众多说说话，
熟悉了，亲近了，啥工作都好做了。”

白大良是个闲不住的人。他的心脏
不太好，有一天晚上，妻子算着他的药该
吃完了，知道他回不去，就到村上给他送
药，到了他住的村委会大院，却不见他的
踪影。原来，白大良又趁晚上村民在家
时去走访了。妻子责怪他下班后不在村
委会好好休息，他开玩笑说：“我又不是
村委会看大门的，再说，大门又偷不走，
不用看！”

入村不到两年，除了“老白”这个村
民惯用的称呼外，白大良还收获了一堆

“称号”——
村民的“打工仔”。为了指导村民养

蜂，白大良几乎天天要往蜂农家里跑。
怎么饲养，怎么防病，他用自己掌握的技
术手把手教村民。五保户郜天长身体不
好，白大良干脆把老人的蜂箱搬到村委
会，替老人照顾蜜蜂。

村民的“及时雨”。村民郜红现想养
鸡，资金不够，白大良从自己微薄的工资
里挤出一万元钱帮他，叮嘱他啥时候赚
钱了啥时候再还。

“老白”心系村民，村民心里也装着
这位组织派来的贴心人。

今年春节前，下了一场大雪，由于担
心还没有易地搬迁村民的安全，白大良
利用晚上休息时间走访住在危房里的村
民。山里的气温零下十几摄氏度，回到
住处后，劳累加上受寒，他患了重感冒。
然而，第二天一大早，村民常欣辉起床
后，就看见他已经在雪窝里扫出了一条
100 多米的路。常欣辉赶紧拿出铁锹，
招呼村民一起扫雪，还交代妻子烙了葱
油饼，招呼白大良到家里吃早饭。

“我喜欢村民叫我‘老白’，这说明他
们把我当成了自己人。作为一名党员干
部，只有不把自己当干部，才能真正融入
群众。”白大良说。

白大良扎根石板河村，不仅得到了
群众认可，也得到了组织上的肯定。

今年 5 月 15 日上午 9 时许，一辆黑
色的小轿车悄无声息地来到了石板河
村。车上下来两个人，径直向村委会走
去。原来，这是市委书记周斌对脱贫攻
坚工作随机暗访，石板河村是他当天到
达的第一站。

在察看了村上的发展情况，查阅了
扶贫档卡后，周斌又仔细地抽查了贫困
户的增收情况。看到白大良胸有成竹，
对答如流，周斌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

“这个第一书记，好样的！”

“我愿意做这块架在河流
上的青石板，让村民沿着它稳
稳地走向幸福彼岸”

驻村以来，白大良就一直严格按照
组织上要求，吃住在村，很少有时间照顾
家。

白大良的妻子刘晓亚在宝丰第一小
学当老师，常年教毕业班语文课，还担任
班主任，繁重的工作使她积劳成疾。去
年8月，她住进了医院，需要马上手术。

然而，当时正是石板河村迎接脱贫
攻坚检查的紧张阶段，白大良已经连续
加班多天了。为了不让丈夫分心，刘晓
亚决定不告诉他。她说服医生，自己在
手术告知书上签了字。然而，原本以为
并不复杂的手术，竟然做了一个多小
时。等她从疼痛中醒来时，下意识地喊
了声“大良”时，才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
病床上。

回忆起这些，刘晓亚落泪了，但她抹
着眼泪，又笑了，她说：“嫁一个能视驻村
群众为亲人的人，俺觉得俺找对人了。”

手术后的头两天，刘晓亚连大小便
都不能自理，但她硬是没有给丈夫打电
话，直至出院。得知情况后，白大良紧紧
地抱着妻子，眼泪滚滚而落。

白大良的母亲今年70多岁了，患有

冠心病、高血压。前不久，母亲独自去一
家诊所输液时，意外发生了药物过敏。
当时，老人脸色青紫，呼吸急促，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等白大良赶到医院时，母
亲经抢救后已脱离生命危险。望着母亲
苍白的脸，白大良的心里一万个愧疚。
母亲反倒说：“都怪我，去诊所也没给你
们说，让你们跟着担心。”

母亲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白大良
的心头。他说：“工作再苦再难再委屈，
我也没有流过泪。可是，我现在才明白
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动情处’
啊！”

白大良去石板河村工作时，女儿正
好是上初三的关键时刻，于是接送孩子
的任务都落在了妻子一个人的身上。前
年冬天，下了大雪，没法骑电动车，母女
俩早上五点多就从家里出发，往几公里
外的学校赶。由于天黑路滑，女儿一不
小心摔倒在了雪地里，妻子见状，赶紧上
前搀扶，自己也脚下一滑，摔倒在地，腰
疼得站不起来。

漫天风雪中，黑色夜幕里，母女俩搂
在一起，抱头痛哭。女儿下意识地喊出：

“爸爸，你在哪儿啊……”
女儿口中的爸爸，那一刻，在哪儿？

也许，他在去贫困户家里的路上；也许，
他正在和贫困户促膝长谈……

宝丰县委副书记、县长许红兵说：
“组织上曾提出，让驻村第一书记当好
‘八大员’：惠农政策宣传员、脱贫奔康规
划员、农村发展指导员、项目资金协调
员、群众主体组织员、特困群众帮扶员、
社情民意信息员、项目实施监管员。从
白大良同志的工作表现和群众认可程度
上看，他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和要求！
他就是‘八大员’的典范！”

石板河村因为村边一条架着青石板
的河流而得名。“如果贫穷与富裕之间隔
着一条河，我愿意做这块架在河流上的
青石板，让村民沿着它稳稳地走向幸福
彼岸。”白大良说。

新华社罗马5月28日电（记
者李洁）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28
日任命卡洛·科塔雷利为候任总
理，并授权他组阁，这是马塔雷拉
继联盟党和五星运动联合组阁失
败后的再次尝试。

现年64岁的科塔雷利是一位
经济学家，他当天在与马塔雷拉
会谈后发表简短电视讲话说，他
已经接受总统的任命，并将尽力
尝试组成一个“技术型”内阁处理
国家近期的国内国际事务。

在3月4日的议会选举中，意
大利力量党和联盟党所在的中右
翼联盟以超过37%的得票率赢得
选举，五星运动获得约 32%的支
持率，民主党主导的中左翼联盟

支持率约23%。由于没有任何一
个政党或政党联盟获得议会多数
席位，各方需协商联合组阁。

由于意大利各党派间协商
组阁陷入僵局，马塔雷拉出面召
集各党派磋商。马塔雷拉于本
月 7 日提出两个议案，或组建一
个“临时中立政府”，或年内重新
大选。随后五星运动和联盟党
就合作组阁展开密集谈判，并于
21日提名朱塞佩·孔特为新政府
总理人选。马塔雷拉 23 日任命
孔特为新一届政府总理，并授权
他组阁。由于在财政部长人选
上产生分歧，孔特在27日晚向马
塔雷拉提出放弃组阁的请求并
得到总统的确认。

意总统任命候任总理并授权组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