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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5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

习近平指出，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于本世纪初，其初心就是亚洲
国家联合自强、共迎挑战、提升亚洲影响。论坛的使命和宗旨，就
是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促进地区国家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实现
互利共赢。论坛的成立和发展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相生相伴。希望
论坛与时俱进，聚焦亚洲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关注世界发展重大现
实问题，为破解发展难题、完善经济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新
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推动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繁荣发挥积极
作用。作为东道国，中国将一如既往支持论坛理事会工作，支持论
坛不断提升影响力。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上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新问题
新挑战层出不穷。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创新还是守旧？是共赢还是
零和？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需要作出正确抉择。我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上明确告诉大家，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世界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息息相关、紧密相连。面
对经济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因循守旧不是办法，多边协调才是出
路。

习近平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我们
将在开放的环境中适应开放，在开放的环境中赢得发展。我们将坚
定支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致力
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
发展。我在今年论坛年会上宣布了中国自主扩大开放新一轮举措。
这些举措将尽快落地，为亚洲和世界带来更大发展机遇。

潘基文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对博鳌亚洲论坛的大力支持。当前
形势下，论坛需要发出支持全球化、支持自由贸易的明确信息，要
充分借助中方“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亚洲保持开放和创新，实现
更好发展。从长远看，论坛还要在立足亚洲基础上超越亚洲，成为
一个促进世界人民和谐共处的重要平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努力。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博鳌亚洲论坛

理事长潘基文

据新华社纽约5月14日电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SCI)14
日公布了首批234只最终将被纳入其相关指数的中国A股股票，这
意味着在6月1日正式生效日来临之前，全球投资者通过MSCI分享
中国经济增长红利仅欠纳入过程这临门一脚。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MSCI相关指数的权重中并未
得到应有体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了225倍，年
均增长约9 . 5%，但中国证券市场在国际投资中的配置比重却一直较
为滞后。

此次首批纳入的234只中国A股股票，占MSCI相关指数权重仍
较小，却打开了一扇前景广阔的大门。

在A股“入摩”名单揭晓的背景下，15日沪深股指继续收高，
上证综指上行逼近3200点整数位。

A股“入摩”名单公布
全球投资者静待中国红利

“月宫一号”封闭生存再创世界纪录
将为在月球及其他星球长期驻留和飞船星际飞行提供重要支撑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15日上
午，随着4位志愿者走出“月宫一号”实
验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月宫365”实
验成功结束，再次刷新了北航人此前创
造的人类密闭生存世界纪录。

这次实验“牛”在哪里？最后4名志
愿者为何延迟5天出舱？他们的“月宫”
生活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
“月宫一号”总设计师、北航教授刘红
和学生志愿者。

人-植物-动物-微生物

闭合度高达98%

刘红说，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是
保障人类在月球等地外星球长期生存所
需关键技术。“月宫一号”是她的团队
发明的空间基地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
地基综合实验装置，是世界上第一个成
功的四生物链环的人工闭合生态系统(人
-植物-动物-微生物)，系统的闭合度和
稳定性均高于之前的俄罗斯、美国的同
类系统，而俄、美的系统均为人-植物
的两生物链环系统。此前国际上此类系
统持续时间最长的是俄罗斯的180天实
验。

“月宫一号”一期2014年完成我国
首次长期多人高闭合度集成实验，闭合
度达97%，氧气和水100%在系统内循环
再生，循环再生了55%的食物。

2016年“月宫一号”完成升级和扩
建，共有3个舱室，总面积150平方米，
总体积500立方米，植物种植面积120平

方米。
此次实验于2017年5月10日启动，8

名志愿者分批交替进入“月宫一号”，
历时370天，成功完成世界上时间最长、
闭合度最高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实
验。系统闭合度达98%，氧气和水100%
在系统内循环再生，循环再生了80%的
食物。这对于人类实现在地外长期生存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延迟出舱5天为研究

志愿者心理状态

许多人会问：“月宫365”实验不是
365天吗？怎么又增加了5天？

刚刚出舱的学生胡静斐解释说，其
实这是实验的一部分，并不是随便推迟
的。在空间站和星球基地，由于各种原
因导致宇航员不能按规定日期返回地面
的情况很多。意外情况总会发生，即使
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研究人员也会
把它考虑进去。

据介绍，此次延迟出舱也是“故
意”模拟的突发状况，而舱内志愿者事
先完全不知情。舱外负责心理研究的人
员让舱内志愿者填一些量表、测试各项
生理指标并记录在册，用以分析志愿者
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心理和情绪变化。

“其实我们在舱内发生和经历的每
一次‘意外事故’都是实验的重要部
分，都是获取宝贵实验数据的来源。之
前2组志愿者在舱内200天里发生的几次
意外停电，是大家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事故’，但这恰好给了‘月宫一号’
和志愿者们一个考验，也给实验增加了
数据来源。出舱前几天，我们进行了故
障实验，人为设置系统故障状况，比如
断电、关灯、关空调等，通过相关数据
的记录为后续的研究分析做了铺垫。”

胡静斐说：“从志愿者每天的生活
起居到粮食蔬菜，甚至于每一次意外的
发生，我们都有详细的记录。我们在舱
内生活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日常生活，我
们同‘月宫一号’相依相存，我们在不
断考验它的承受力，它也在考验着我们
的忍耐力，最终我们和‘月宫一号’都
承受下来了。”

包过饺子做过月饼

喝水是植物蒸腾回收水

在舱里生活工作的一年多时间，志
愿者们从舱中的“极简生活”中找到了
许多美妙之处。

“我们每天的工作都是按照工作手
册的安排进行。每人都有不同的分工，
每天需要做什么都很明确。每天早上起
床后，我们会测量血压、体温、血氧浓
度、脉搏、体重等身体指标，记录后开
始洗漱、做早饭，然后开始一天的实验
任务。快到中午时开始做午饭，午饭后
大家午休一小时，下午继续实验任务。
下午四点会有半个小时的茶歇，吃点东
西，最主要的是几个人坐在一起说一下
一天的工作情况，有哪些收获、遇到了
哪些困难，讨论解决办法。五点半开始

准备晚餐，晚餐后大家会处理一些没有
完成的实验任务。”

学生刘佃磊说：“晚上大家可以骑
单车、看书、听英文广播、写毛笔字、
玩飞镖、写论文、跟家人发微信等。晚
上十一点我们开始洗漱准备上床睡觉。
除了正常的工作外，每周还会做心理测
试、脑电测试、取健康样品等。”

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月宫”里
的空气清新无雾霾，负氧离子充足，因
为舱内有大量郁郁葱葱的植物，进入植
物舱整个人感觉身心放松愉悦。

志愿者吃的全是自己种的绿色无公
害食物，现摘现做，新鲜安全好吃，烹
饪没有煎炸和爆炒，多是蒸、煮、炖，
并且严格按照营养学标准摄入相关营
养。“我们在舱内包过饺子、做过月
饼，在里面做饭是一种乐趣，当你用自
己种植的粮食和蔬菜做出以为做不出来
的食物时，会有一种巨大的成就感，会
开心好一阵子。”刘佃磊说。

志愿者喝的水是植物蒸腾作用回收
的冷凝水，饮用前经过多次生物处理和
膜过滤，质量比饮水机的水要好很多。
他们按时起床、睡觉，按时吃饭、工
作，严格遵守健康作息规律。

刘佃磊告诉记者：“我们专心完成
实验任务、搞科研，没有外界事物的打
扰，内心特别平静，做事效率也特别
高。科研之外也会找些乐趣，比如我偶
尔会变个小魔术，让大家高兴一下。有
时我们会一起学英语、听广播讨论热
点，带来不少乐趣。”

于方舟：为有牺牲多壮志
据新华社天津5月15日电 五月的七里

海，草木竞秀，百鸟云集。一百年前，于方舟
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也曾
在这里躲过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于方舟原名于兰渚，1900年9月15日生于
直隶省宁河县(现为天津市宁河区)俵口村一个
农民家庭。

1917年秋，于方舟考入天津直隶省第一中
学。中学时，于方舟面对神州破碎、民不聊生
的凄惨，自警道：“狂澜四面严相逼，群生彼岸须
舟亟。方舟负任一何重？方舟遭境一何逆？”
遂以“方舟”为名，以此自奋，愿做“渡人之
舟”，把祖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于方舟立即投身于
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洪流。他组织“学生救国
团”，任团长，并先后当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
评议委员、天津市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9

月，他倡导组织了进步团体“新生社”，创办
《新生》杂志。

1920年1月29日，于方舟与周恩来等率天
津爱国学生千余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政
府释放此前被捕的爱国人士。学生的正义行动
遭到军阀当局的野蛮镇压，于方舟与周恩来、
郭隆真等请愿代表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与周
恩来等同志一起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获释后，学校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
开除了他的学籍。回到家乡，面对广大农民终
日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惨状，他开始深入
到劳动群众中去，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进
行革命斗争。为启发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
他用易于被农民接受的歌谣形式，编写破除迷
信的小册子并广为散发。在他的启发引导下，
当地农民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有些农民自发
组成请愿团，逐步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

1921年暑期，于方舟化名于绍舜考入南开
大学，研究马克思学说并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
究会。1922年，于方舟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于方舟代表直隶
省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任直隶省
党部执行委员。同年，主持成立了中共天津地
方执行委员会，任书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确立了实行土地
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各地纷纷举行武装起
义。10月，北方局制定了《北方暴动计划》，
决定在京津地区发动大暴动。于方舟以中共顺
直省委组织部部长身份领导了冀东第二次玉田
暴动。在战斗中起义部队遭到反动民团包围，
分散突围时在丰润县河流沙地区被敌人包围，
不幸被捕。1927年12月30日晚，于方舟被敌人
杀害，年仅27岁。

于方舟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随着4位志愿者15
日走出“月宫一号”实验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月宫365”实验成功结束，再次刷新了人类密
闭生存的世界纪录，实验对人类实现地外长期生
存具有重大意义。

“月宫一号”总设计师、北航教授刘红说，
实验于2017年5月10日开始，共历时370天，是世
界上时间最长、闭合度最高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
系统实验，实现了闭合度和生物多样性更高的
“人-植物-动物-微生物”四生物链环人工闭合
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循环运转，且保持了人员身
心健康。

据刘红介绍，“月宫一号”所使用的生物再
生生命保障技术，是保障人类在月球等地外星球
长期生存所需关键技术。其团队经过十年努力研
制出我国第一个、世界上第三个空间基地生物再
生生命保障地基综合实验装置“月宫一号”，使

我国成为继俄罗斯、美国后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
国家。

人机与环境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浚
表示，实验成功对于人类实现在地外长期生存具
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月宫一号”积累的经
验、技术、成果等将为在月球及其他星球长期驻
留和飞船星际飞行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此外，
还可探索该项成果在地球特定地区的推广应用，
如缺水地区、高原缺氧和交通极不便地区及提高
现有透明温室大棚单位容积产量等。

刘红说，下一步将在分析实验结果的基础
上，研制空间站、月球/火星探测器搭载的小型
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实验装置。

“与世隔绝”370天，“月宫”生活如何

15日，志愿者收集舱内种植的蔬菜，做出舱准备。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5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罗利。

习近平赞赏罗利总理及其领导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民民族运
动党长期以来为推动对华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
中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愿本
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同各国的共同发展；致力于同各国一
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愿本着相
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同加勒比地区国家构建全面
合作伙伴关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加勒比地区大国，是中国在该
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两国在许多方面立场相近、观点相似。新形
势下，双方要共同努力，实现两国关系在双边、地区和多边层面新
的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特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对接，密切
各层级往来，深化了解与互信。中方愿同特方加强“一带一路”建
设合作，帮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人文交流，
让中特友好更加深入人心。中特应该就气候变化等重大全球性问题
及联合国事务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坚定维护两国及发展中国家共同
利益。中方将继续在多边场合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加勒比国家仗
义执言，希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为促进中加及中国同拉美国家整体
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罗利表示，习近平主席2013年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成功访问
为两国关系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至今难忘。中国的发展
成就令人钦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也有追求发展的梦想，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各界希望同中国开展更紧密的合作。早在1806年，第一批
华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新时期，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愿积极参与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双
边经贸、投资规模和人文交流，助力加中、拉中关系发展。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总理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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