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

更新更详尽更新更详尽
报道报道请扫描请扫描
二维码关注二维码关注
红星新闻红星新闻

责编 孙晨钟 美编 廖敏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首次见面仅20分钟
凌晨遇车祸受重伤

黄芸和赵明东相识于一个反
家暴的QQ群，因为是老乡，他们
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网友。当时黄
芸正在经历第一段感情风暴，老公
家暴、嗜赌、出轨，婚姻里伤痕累累
的黄芸只有向赵明东倾诉这一切。

“没有领证，没有婚礼。”黄芸
的那段“事实婚姻”，“除了生下一
个儿子，就只剩伤害”。

一次次伤害后，黄芸接受了赵
明东的建议，回到云南。通过亲戚朋
友的帮忙，她在老家母享镇开了一
个服装店。车祸发生前，黄芸到昆明
进货，当时赵明东在昆明工作，所以
两人约定见面。第一次见面的两人
聊了20分钟，交换电话号码后就分
开了。“她忙着去进衣服，我忙着回
修车厂。”赵明东回忆，黄芸给他的
第一印象是“单纯，容易被骗”。

进完货的黄芸连夜往镇上赶。
当日凌晨，她所乘坐的面包车与大
卡车相撞……

他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拿出准备结婚的存款

据黄芸描述，车祸发生后她被送进会
泽县人民医院，从昏迷中清醒后她给了医
生一个电话号码。至于当时为什么会给赵

明东的电话，黄芸现在依然说不清楚。
接到医生的电话后，赵明东第一

时间从昆明赶到会泽县人民医院，从
此再也没离开过黄芸的生活。

赵明东取出积攒多年准备用于结
婚的存款，与黄芸的姐姐和妈妈东拼

西凑来的钱一起作为黄芸的医疗费。
赵明东与黄芸的两个姐姐在医

院附近租了两间房，24小时轮流照顾
黄芸，黄芸的四姐黄敏称，住院的两
个多月，赵明东一直没有离开过，黄
芸的家人一度怀疑哪有关系这么好
的“网友”。

照顾黄芸一年多后
他提出要“在一起”

“如果没出车祸，我们可能不会产
生爱情。”黄芸向红星新闻记者强调，
当时她还没有从第一段感情中缓过
来，“根本没心思谈恋爱”，而赵明东在
老家有一个经人介绍的女朋友。

据赵明东说，他原本打算送黄芸
到家就离开，但是当他走进黄芸家时
想法改变了。黄芸的家在云南镇雄县
母享镇的大山里，全家人住在一间年
久失修的木板房里，基本没什么像样
的家具。黄芸的父亲酒精中毒，常年神
志不清，母亲年岁已高，腿脚不便。

“她的几个姐姐都是有家庭的，不
可能长期照顾她，她的母亲不会用吸
痰机，连给黄芸翻身都费力。”赵明东
承认，他想过离开，但是他做不到。

留下之后，赵明东几乎24小时陪护
在黄芸身边。为了应对停电，他买了柴
油机发电，以便吸痰机能24小时工作。

照顾黄芸一年多后，赵明东提出

要和黄芸在一起，“这样洗澡、上厕所、
擦拭身体就不用麻烦黄芸的母亲。”赵
明东说，当时黄芸并没有答应。

黄芸不想连累赵明东，她甚至无
缘无故发脾气，目的就是要让赵明东
离开。但是赵明东反而更加坚定。

最后，在简陋的木板房里，赵明东
采了很多野花装扮了房间，在黄芸父
母的见证下，瘫痪在床的黄芸躺着嫁
给了赵明东。

赵明东说，经常会有人质疑他们
的故事，认为他是有所图，刚开始他心
里很不舒服，后来也就习惯了。赵明东
向红星新闻记者强调，他照顾黄芸这
么多年，一是良心，二是他们彼此熟悉
后产生了爱情，他自己在其中越陷越
深，最后就分不开了。

黄芸车祸后，法院的判决是大卡
车有70%的责任，赔偿80多万元，面包
车付30%的责任，赔偿30多万元，但是
当事双方都没有赔偿能力，只是保险
公司分别赔了14.6万元和10万元。但
是，赔付刚下来，黄芸就只留下日常开
支和买药的钱，其他都用来还外债。

为了筹钱让黄芸回医院拔掉气
管，赵明东还曾带着黄芸和她的母亲
外出乞讨。赵明东说，在外颠簸十几天
后，黄芸的病情突然加重，他们不得不
回家。返回的当天，黄芸的气管突然被
痰堵塞了，赵明东说，黄芸的父母和他

商量后，决定自行把气管拔掉。
没想到，赵明东拔掉气管的瞬间，

黄芸突然活过来了。黄芸看见大家都
在哭，突然开口说饿了，之后她一口气
吃了两个桃子。

“拔掉气管，身体一下舒服了。”黄
芸之后开始对自己的身体有了信心。
她每天都会强迫自己让身体的某个部
位“动一动”，努力恢复知觉。

为他冒死生下女儿
希望自己能站起来

“如果没有赵明东我早就死了。”
黄芸讲到对赵明东的感恩突然哽咽起
来，“我冒着生命危险生一个女儿，就
是为了报恩。”

2014年，她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
了，但是赵明东和家人坚决不同意黄
芸生孩子。“你们带我去打掉孩子，我
就咬舌自尽。”黄芸的威胁让家人和赵
明东毫无办法。

2015年4月12日，黄芸顺利生下一
个女儿，“现在有他们两个，我更希望
自己能好起来，能站起来。”

母享镇民政所顾所长说，黄芸和
赵明东的故事当地很多人都知道。后
来他们给黄芸申请了一级残疾，每个
月提供500元的补助，另外，民政局每
年还会给她3000元~5000元的医疗补
助。最近听说黄芸要到四川的华西医
院做手术，镇上领导还呼吁社会各届
为黄芸捐款。
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实习生 潘俊

邀请外方团长配偶
参观故宫博物院

彭丽媛
谈“和”字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15日邀请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的外方团长配偶参观
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

彭丽媛同来宾边走边谈，她
向客人们介绍故宫建筑特色，特
别是前三殿名称中都有一个“和”
字，蕴含着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对
和平、和谐的珍视和向往。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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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遇车祸瘫痪 男网友赶来照顾成就姻缘
两人来四川求医 向红星新闻讲述他们的爱情

“经常有人质疑我们的故事”

2013年11月12日凌晨，在
云南会泽境内发生一起重大交
通事故，造成2死8伤。黄芸是8
名伤员中受伤最重的一个……

2017年5月10日晚上，红
星新闻记者在成都一宾馆里见
到了前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治
疗的黄芸。

黄芸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改变她命运的不是这次车祸，
而是一个之前仅见过20分钟
的男网友。 她说

改变她命运的不是
这次车祸，而是一
个之前仅见过20
分钟的男网友

他说
照顾这么多年，一
是良心，二是爱情，
他越陷越深，最后
就分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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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司负责人指外司负责人指
出出，，这些举措积这些举措积
极对接各方发极对接各方发
展战略和各国展战略和各国
人民发展诉求人民发展诉求，，
为全球治理提为全球治理提
供解决方案和供解决方案和
自主贡献自主贡献，，帮助帮助
有关国家积极有关国家积极
落实落实20302030年可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持续发展议程，，
积极推进构建积极推进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人类命运共同
体和利益共同体和利益共同
体体，，展现了中国展现了中国
致力于促进人致力于促进人
类共同发展的类共同发展的
大国责任与历大国责任与历
史担当史担当。。

展现
中国大国
责任担当

未来三年，中国将向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
基金增资10亿美元，向有关国际组织提
供10亿美元……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习近平主席宣布的多项举措，将为沿线
有关国家和地区带来沉甸甸的“民生实
惠”。为何如此安排？这些钱怎么花？商
务部援外司负责人对此进行了解读。

陪
护

一边挑着东边太平洋，
一边挑着西边波罗的海

成都这样的中国西部城市如何更好
地投入“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去，“一带一
路”带来哪些新机遇？

胡必亮说，从“一带一路”的视角看，
成都、重庆，东边可以到上海，以及韩国、
日本等地，西边到中亚、西亚、中东，南边
到东南亚，北边则是俄罗斯。因此，成都、
重庆这样的中国西部城市，反而成为这
个区域的中心，不是西部，而是中部。这要
从整个欧亚大陆的视角来看，成都和重
庆成了中部。“因此，需要抓住千载难逢的
好机会，充分研究和挖掘‘一带一路’相关
国家和地区的潜力，优势互补，形成一个
共赢的发展模式。”

胡必亮说，成都、重庆等中国西部城
市，就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下发展，就是
要根据建设需要来发挥自己的优势，促
进更西部的地区，包括塔吉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这些中亚国
家以及中东欧国家的发展，和这些国家
融为一体。同时，也要和东部融为一体。

“其实就是兼顾两边的利益一肩挑。一边
挑着东边太平洋，一边挑着西边波罗的
海，这个棋活了，东西都有很开阔的伸展
空间。”

胡必亮说，城市的发展，要更多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思考新的发展战略和
新的发展前景。以成都和重庆为例，比
如，中亚国家制造业比较差，就可以和其
形成互补，中亚合作，制造业方面空间比
较大。而四川的商品生产又是非常丰富
的，贸易方面和中亚地区有很强互补性，
因此在贸易、投资、设备制造，都会有很
多发展机会。

中国11个城市开通中欧快铁
但很多企业还没完全走出去

包括成都始发的蓉欧快铁，中国已
经有11个城市开通了直达欧洲的中欧快
铁。但是，即使每天都有班列发出，却存
在运载货物出去的多，而搭载当地产品
回来的少这样的问题。

为此，胡必亮表示，这个问题其实是
一个阶段性问题。现在对于中国来说，触
角还没有完全伸展出去，很多企业还没
有完全走出去。如果中国的很多产能转
移到国外，自然从当地运回来的东西就
会多起来。就像日本制造，很多日本企业
都不是在日本本地生产，很多在中国生
产。如果中国在国外有了相应的基地，相
应的产品才会有针对性地送回来。“我们
现在在别的国家很多开发还没有真正开
始，力量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一旦形成
一种产业力量，那么就不一样了。”

胡必亮认为，中国需要在“一带一
路”沿线形成产业力量。而这种力量，
正是需要通过交通工具来达到。而在
有了进一步的市场开放度之后，自然
就会形成进一步加深的贸易便利化和
投资便利化。

“当然，现在不管是中国企业走出去
还是国外企业走进中国，都会有一系列
制约的因素，需要系列解决。”胡必亮说，
比如像吉尔吉斯斯坦等一些国家，中国
公民办签证都会挺麻烦。所以“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才会有一个政策
沟通的平行主题会议，有些问题提出来，
是要逐渐沟通，逐渐改善的。而现在，其
实才是刚刚开始的第一步。

成都传媒集团特派记者、
成都商报记者 赵倩 北京报道

“从‘一带一路’的视
角来看，从欧亚大陆视角
来看，成都和重庆这样的
中国西部城市，实际反而
都是中部。因此，需要抓
住‘一带一路’建设这样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充
分研究和挖掘‘一带一
路’沿线相关国家和地区
的潜力。优势互补，形成
一个共赢的发展模式。”

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
场研究院、“一带一路”研
究院院长胡必亮，是中国
最早开始研究“一带一路”
问题的专家之一。

在谈到西部如何更好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
候，胡必亮坚定地表示，在

“一带一路”大框架下，成
都、重庆这样的中国西部城
市，其实是一边挑着东边太
平洋，一边挑着西边波罗的
海，这个棋活了，东西都有
很开阔的伸展空间。

这些钱，为什么要花？怎么花？
——商务部援外司负责人详解“一带一路”合作发展项目

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在未来3年向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
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更多民
生项目。

商务部援外司负责人指出，600亿元主
要包括提供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可根据民生发展
的核心关切问题，与中国驻有关国家使领馆
和经济商务机构保持密切沟通，确定优先发
展合作重点，围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领域提出具
体项目需求。

当前，世界正面临严峻的粮食安全形
势，全球超过7000万人急需粮食援助，并已
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该负责人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感
同身受，中方将根据有关国家具体需求，通
过多双边渠道向有关国家提供20亿元人民
币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为第一时间挽救
有关国家民众生命、缓解食品短缺、改善营
养不良和逐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做出努力
和贡献，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提升全球粮食
安全水平。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
立70周年系列峰会时宣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
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用于支持发展中国
家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此次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
元，使基金规模扩大至30亿美元，以更好地
推动南南合作，特别是支持促进发展中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福祉。

中国政府将积极调动政府、企业、社会
组织等各方资源，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和有关
国际组织密切合作，共同实施面向沿线发展
中国家基层民众的3个“100”（100个“幸福家
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
的小微型民生援助项目。

实施“幸福家园”项目，帮助有关国家
提高基本教育、技能培训、农业生产、社区
发展水平等；通过“爱心助困”项目，为有关
国家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
提供服务和救助；通过“康复助医”项目，与
有关国家加强传染病的联防联控，加强传
统医药联合研究，提升“健康命运共同体”
合作水平。

中方将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
资金支持，定向用于在沿线发展中国家合作
开展减贫、农业、教育、卫生、环保、工业发
展、贸易促进等领域的发展合作项目。

该负责人指出，中国将把自身发展经验
和适用技术与国际组织的渠道和专业能力
相结合，共同实施好有关项目，以更好落实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据新华社

从“一带一路”视角看
成渝是“中部”

用于沿线发展中国家建民生项目
亿元人民币

推动南南合作，改善民生福祉
亿美元

小微援助项目：培训＋减贫＋助医
”个“

供国际组织用于农业、教育、环保等项目
亿美元

缓解食品短缺，提升粮食安全
亿元人民币

10日，在爱心组织的帮助下，黄芸准备到华
西医院进行治疗。图为赵明东在宾馆里照顾黄芸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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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