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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版）

七、完善保障体系建设，
确保普法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强化组织实施保障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推进全民普
法和守法摆上重要工作日程，认真研
究、组织实施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五年
普法规划。把法治宣传教育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法治建
设总体部署，纳入综合绩效考核、平安
建设、文明创建等考核评价内容，定期
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及时研究解决重大
问题。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要严格按
照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要
求，认真履行普法领导责任。
（二）加强工作机制保障

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人大
监督、政协支持、部门各负其责、社会
广泛参与、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法治宣
传教育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大
普法工作格局。全面依法治市（区）
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要加强对
法治宣传教育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

和统筹协调。各级宣传部门、司法行
政部门和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要具
体负责规划实施的指导、协调、检查
和考核工作。支持各级人大加强对
全民普法工作的监督和专项检查，确
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修订《天津市
法制宣传教育条例》，为全民普法工
作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撑。
（三）突出普法责任保障

进一步发挥落实普法责任制联席
会议、普法责任清单等制度作用，逐步
形成清单管理、跟踪提示、督促指导、评
估反馈的管理模式。制定落实普法责
任年度履职报告评议制度，推动党群组
织、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
及其他组织，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
主管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的普法
责任制，加强本系统本行业本单位人员
学法用法工作，加大对执法对象、管理
服务对象普法力度。
（四）落实媒体公益普法责任

各级宣传部门、新闻出版广电、网

信等部门要切实发挥职能作用，推动落实
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各级各类媒体要自
觉承担法治宣传教育责任，在重要版面、
重要频道、重点时段刊播多种形式的普法
宣传公益广告和法治节目，宣传法律法规
政策，普及相关知识，打造有影响力的法
治品牌栏目、节目。积极利用“12·4”国家
宪法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网络
安全宣传周、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知识产
权宣传周等重要节点，策划开展互动性
强、参与度高、效果好的媒体宣传活动，促
进媒体公益普法常态化、制度化。
（五）健全考核评估保障

健全普法工作评估指标体系，客观
设置评估参数，创新评估机制，探索第
三方评估与专业评估、社会评价相结合
的评估方法，对普法工作开展情况、工
作成效以及公民法治素养提升效果开
展综合评估。加强规划实施中的动态
监测，开展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
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并对工作突出的
进行通报表扬。开展终期总结验收，加

强评估结果运用。完善普法工作激励
机制，按规定表彰和奖励市级普法工作
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依法治理创建活
动先进单位。强化日常指导和监督，注
重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责任化落
实。对重视不够、措施不力、落实普法
责任制不到位的，普法主管部门应当发
出普法提示函或建议书，必要时进行约
谈，提出整改要求；对造成严重后果的，

进行通报批评，依规依法处理。
（六）注重能力建设保障

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的工
作导向，强化政策、制度、机制保障，推
动各类资源向基层倾斜，确保法治队伍
结构布局与承担的职责任务相匹配、相
适应。加强各级普法主管部门人员的
系统培训和专业化建设，5年内对各级
普法办人员轮训1次。将具有法律专业

背景或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充实到普法
工作一线。建立普法工作调研机制，推
动全民普法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
新。加大对基层司法所普法工作指导、
支持力度，提升司法所普法工作水平。
强化各级财政对规划实施的保障作用，
把普法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各
部门各单位要根据普法工作任务安排相
应普法专项经费，确保专款专用。按规
定把普法项目列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
目录。鼓励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支持普法
工作，加强规范和管理。

关于在全市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

国新办发表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南非等国发现新冠病毒新变种
或对疫苗更具抗药性 世卫组织已对其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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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记者 郑明达）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26日发表《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

白皮书全文约21000字，除前言、结束语外，共包括四个
部分，分别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不断拓展新时
代中非各领域合作、坚定不移巩固相互支持、奋力开创中非关
系新局面。

白皮书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
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相似
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历史使
命把中国和非洲紧紧联系在
一起，中非从来就是命运共
同体。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
结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
要基石，也是中国长期坚定
的战略选择。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记者 潘洁）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高度关注所罗门群岛当
前事态发展，对造成严重破坏和财产损失的暴力行为表示谴
责，支持所政府止暴制乱的努力。

据报道，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发表讲话，指责个别政
客煽动暴乱，表示不会向暴乱分子屈服，也绝不会在压力下辞
职。有评论称，游行示威的人很多来自支持台湾的马莱塔省，
中所建交可能是此次骚乱的原因。

赵立坚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高度关注所罗门群
岛当前事态发展，对造成严重破坏和财产损失的暴力行为表
示谴责，支持所政府止暴制乱的努力。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记者 潘洁）中国外交部26
日正式照会立陶宛外交部，决定将中国驻立陶宛外交机构更
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立陶宛共和国代办处，并要求立方相
应更改驻华外交机构称谓。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一消息。
“11月18日，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允许台湾当局

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此举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
台’，开创了恶劣先例。”赵立坚说，“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中国政府已宣布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我驻立外交机构已更名为代办处

我外交部

支持所罗门群岛政府止暴制乱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哈博罗内、伦敦和约翰内斯堡记者
报道：博茨瓦纳、南非等多国近日报告了
一种新型变异新冠病毒，该毒株不同寻常
的变异已引发众多科研人员关注。

博茨瓦纳卫生官员24日晚证实，该国
发现一种新型变异新冠病毒，并正在对其
进行研究。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病毒学专家托
马斯·皮科克日前表示，博茨瓦纳发现的
这种新毒株名为B.1.1.529，有32处变异，

其中多处变异或将导致对现有疫苗更强
的抗药性，称“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刺突细
胞突变表明这可能是值得关注的（变异
毒株）”。

为预防该毒株在英国传播，英国卫
生大臣贾维德25日晚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说，南非、博茨瓦纳等6个非洲国家将从
26日起被列入“红色”警戒名单，英国将
从 26日中午 12时起暂停来自这些国家
的航班。

博茨瓦纳卫生部25日通报说，该国已

报告4例该变异毒株感染病例。该国总统新
冠疫情防控特别工作组协调员凯伦·马苏普
介绍说，这4例病例在22日进行了航空旅行
前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这4例病例都已
完全接种过新冠疫苗。初步研究结果表明，
和德尔塔毒株相比，该变异毒株具有更多基
因突变。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25日也宣布，该
国迄今共发现了22例B.1.1.529病毒感染者。

南非卫生部当天紧急召开针对新型变
异病毒的新闻发布会。该国夸祖鲁—纳塔

尔省研究创新与测序平台负责人图利奥·德
奥利韦拉表示，这一新毒株令人担忧，它携带
的变异可能会导致传染性增强并帮助其规避
免疫系统，这也许是造成最近几天南非豪登
省病例急速增加的原因。

一些卫生专家认为，随着多国解禁并重
开国际旅行，该变异毒株的传播范围已经扩
大到更多国家和地区。

世界卫生组织24日已将该毒株列入“正
在监控”的变异毒株，世卫专家将对该毒株进
行分析。

新华社莫斯科11月25日电（记者 李
奥）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区克麦罗沃州一
座矿井25日发生事故，死亡人数目前升至
52人。

据俄罗斯媒体援引当地紧急情况
部门的消息报道，初步调查显示，当天
发生在克麦罗沃州库兹巴斯矿区的矿
井事故死亡人数升至52人，遇难者多为
矿井中被困人员，另包括此前失联的 6
名救援人员。据称，矿井中可能不会再

有生还者。
俄联邦副总检察长杰梅申向媒体表示，

矿井内很可能发生了甲烷爆炸。
另据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消息，包括矿长

及其副手在内的3名相关负责人因违反有关
规定已被拘留。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当地时间25日清晨，克麦罗沃州库兹巴
斯矿区一矿井发生起火冒烟事故。事发时共
有285名工人在矿井中作业，大部分工人随
后被紧急疏散。由于浓烟弥漫，救援人员无
法与其他被困矿工取得联系，另有6名救援
人员在搜救过程中失联。

俄罗斯矿井事故死亡人数升至52人

据白俄罗斯媒体25日报

道，目前伊拉克方面接到约1000

名在白俄罗斯的伊拉克难民愿

意返回的请求。同一天，一批难

民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国际

机场乘飞机返回伊拉克。

图为滞留在白俄罗斯的伊

拉克人在明斯克国际机场等待

航班。 新华社发

难民回家捷克总统府25日宣布，现年77岁的总
统米洛什·泽曼因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出院不到一天后再次入院。

总统府发言人伊日·奥夫恰切克说，
泽曼当天下午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
阳性，当晚重返布拉格中央军事医院，目
前没有感染症状。“总统接受新冠治疗期
间，他的（原定）日程将推迟”。

按照德新社说法，作为总统，泽曼在
任命总理组建政府上是关键人物。泽曼
原定于26日任命新一任总理，眼下这一日
程将搁置。

泽曼10月10日因与新冠无关的疾病住
入中央军事医院，接受治疗一个多月后于本
月25日上午出院，到乡间官邸居家疗养。

中央军事医院院长、泽曼的主治医生
米罗斯拉夫·扎沃拉尔说，泽曼出院前，一
名后来确诊染疫的乡间官邸工作人员曾
与他有“危险”接触。

泽曼几天前已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
捷克近来疫情反弹严重，7天日均新

冠感染率、即每十万人新增确诊病例数大
约为1100例。全国自26日起进入紧急状
态，为期30天。 新华社微特稿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捷克总统泽曼入院

鲁迅还经常去许家蹭饭：“晚
往铭伯先生寓，饭后归。”有时候
二弟、三弟来了，懒得做饭，估摸
着铭伯先生家快开锅了，就领过
去吃。有时候不去外面吃饭，也
不去蹭饭了，许氏兄弟就给周树
人送吃的。“夜铭伯以火腿一方见贻”，
“铭伯、季巿各致肴二品”“晚铭伯先生
送肴二器，角黍、年糕二事至”……这
样的记录比比皆是。当然，有朋友拿
来土特产了，周先生也不忘分给铭伯
一部分：“下午朱孝荃赠麻菌二束，晚
铭伯先生来，分赠一束。”

绍兴会馆毕竟是鲁迅暂时安身之
地，等到鲁迅购置了八道湾的一处房
产，就收拾什物准备搬过去了。1919
年11月20日“往铭伯先生寓”，此处无
一字写作别，但作别的情绪满溢在字
里行间。第二天，11月21日，良辰吉
日到了，“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
弯宅”，也无一字写许氏兄弟在绍兴会
馆门前挥手作别的情形，但离开住了
七年又七个月的会馆，相信许、周两
家，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鲁迅离开了绍兴会馆，当年12月，
接母亲到北京，返京时还不忘“送铭伯
先生火腿一只，笋干一篓”，之后他们
保持着书信往来，也有互访：1920年2
月18日，“午后访铭伯先生，未见”；隔
了一天，20日，“午后铭伯先生及诗荃
来”；4月16日，“午后往铭伯先生寓”；8
月7日，“午前往铭伯先生寓”。

本以为这样的交往就一直进行下去
了，不料，继续往下读，竟然是这样一句：
“铭伯先生于昨亥刻病故，午前赴吊。”
（1921年7月2日）

没有任何铺垫，记述得也平平静静，
看似毫无感情色彩，不知道鲁迅内心蕴
藏着怎样的情绪。这才意识到，在过去
见诸记录的近一年时间中，鲁迅与许铭
伯先生竟然没有书信往来，也没有互访！

7月14日，“星期休假。午后赴长椿
寺吊铭伯先生”。住在绍兴会馆的许先
生消失了。

鲁迅对许铭伯，每提及都是以“先
生”称之，看得出十分尊敬。读《鲁迅日
记》，从他1912年5月5日初到北京，从
许铭伯手里接过那册《越中先贤祠目》，
二人订交，到1921年7月14日，“赴长椿
寺吊铭伯先生”，前后九年，使人不禁有
生命易逝、大树飘零之慨。

考察鲁迅北京和上海时期的社交活
动，有一个细节颇有意思：能够在周府和
鲁迅及其家人一起进餐的，都有哪些人？

这一切入点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
偶然性中也包含着必然性；同时还具有
一定的私密性，但私密性中也包含着某
种公共性。

5 大树飘零之慨

与造型相关，传统的如意执
法有两种：一种是右手握柄身中
部，左手托柄的底端，右上左下，
斜执于胸前；一种是右手托柄身
中部，以防止下滑，柄身的曲度则
设计成S形。唐宋时，柄身宽度为
上宽下窄；明清以后，柄身的中部，亦即
右手握处，多略宽。如意柄身中部变
宽，也与越来越多地镶嵌进各种珠宝
有关。宝物镶嵌得越多，柄部就越宽
大，而长度则随之缩短，渐渐地演变为
灵芝形，成为陈设品或馈赠品。清代
如意的长度，大多数在十几厘米到七
十多厘米之间，以三四十厘米为最多。

那么，如意为什么会演变成为灵
芝形状呢？第一，如意的手指，弯曲呈
半拳状，与灵芝的形状相似；将灵芝的
形状特点吸收进来，可以增强如意的
美感。第二，也是最主要的，民间崇拜
灵芝，认为灵芝是呈天瑞、表地祥的仙
草，能够延年益寿。灵芝是一种可药、
可食的珍贵菌种植物。天然野生灵芝
一般生长于深山老林枯朽的栎树及其
他阔叶树木桩旁，通常每十万株枯树中
只有几株能生长出灵芝。这是由于灵
芝孢子的壁壳非常坚硬，胚芽很难穿
破，发芽率很低。灵芝的稀少
性，无疑使它显得格外珍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记载灵芝
的国家，可追溯到黄帝时代。
《山海经》上就有炎帝的小女
儿瑶姬精魂化为灵芝的神话

传说。东汉《神农本草经》列灵芝为“上
药”，认为它有“益心气、安惊魄、补肝益
气、坚筋骨、好颜色”等功效，“久食，轻身
不老，延年神仙”。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
珍的《本草纲目》记载，灵芝味苦、平、无
毒、益心气、活血、入心充血、助心充脉、补
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坚筋
骨、祛痰、健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灵芝
成为吉祥的象征物，有“仙草”“瑞草”“神
芝”“祥瑞之物”“长生不老草”等多种美
称。由于灵芝比较名贵，得之不易，人们
甚至把见到灵芝都视为祥瑞的征兆。《孝
经》载，王者德至草木则芝草生。因此，历
代统治者都以得到灵芝为荣，借以标榜自
己的圣明贤德。汉武帝就曾因宫殿梁上
长出一朵灵芝而大赦天下。东晋著名道
教养生家葛洪称灵芝为“久食长生、扶本
固正、食之成仙”的“仙丹妙药”。神话故
事《白蛇传》有白娘子冒死上昆仑山盗来
灵芝仙草救活丈夫许仙的美丽传说，赋予

灵芝以爱情的文化象征。
宋代，如意与灵芝逐渐融合，

最后成为一体。当时，灵芝造型广
泛地出现在各种器皿上。宋元时
期的如意纹金盘，上面的灵芝纹由
八组正反S形组成，造型十分别致。

40 如意灵芝融一体

天黑了，田冬生带着一个班的
战士，从海边就下了盐沟，身子完全
伏在水里，头上有的顶一块席子头，
有的顶一块干黄须菜，顺水潜游往
三岔口据点摸来。三岔口以南直通
渤海的这条盐沟，约有十华里左右，
这条沟既宽又深，是割断东西盐滩的一
道屏障。在盐沟西岸有一小队盐警把
守，有一座炮楼，几座岗亭监视着盐沟以
东的大片土地。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
天刚擦黑后，游击队要从水里摸过他们
把守的盐沟，去袭击三岔口据点。来到
三岔口的桥下时，田冬生提前把桥的四
周环视了一下，然后潜藏在桥底下，等候
陆续游过来的队员，他担心时间过长，大
队长严志诚在据点里会有危险。

大桥上站岗的仍是4个盐警，东、
西桥头各两个人，田冬生在桥下把人分
开，从大桥两头摸了上去。东头这两个
盐警，正坐在桥帮上说着闲话，哪知战
士已经到了他们脚下，伸手猛抓盐警的
脚脖子，往下一拽，便将盐警双双按在
沟埝上。西头那两个盐警，正站在桥头
往西观景，忽听东面桥头有响动，还以
为是那两个盐警在打逗呢。就在这时，
觉得有硬邦邦的东西同时顶在腰间，有
人低声说：“不许动，别出声！”两个盐警
回头一看，这哪是那两个盐警逗着玩，
面前这几个人每人一身水，显然是从盐
沟里摸上来的，这两个盐警乖乖地把手
举了起来。在桥头，盐警的衣服被扒
下，捆绑好，把嘴堵上，带到了桥下的埝

坡上。此时，据点上的吊桥放下来了，从
里面晃晃悠悠地走出4个盐警，直朝大桥
走来。一个战士就要起身，被田冬生一把
拉住：“别动，等他们过来。”这4个盐警是
来换班的，当他们走上大桥，一见没有站
岗的，不由得一愣，他们隔着桥往东边一
看，见在东面桥头旁边，那4个身背大枪的
盐警，正猫腰往桥下看呢，其中有一个盐
警在朝他们招手。于是，这4个盐警也信
步登上大桥，等他们走到这几个盐警身
边，也挤着望下看时，几支短枪一齐顶住
了他们的胸口。田冬生命令道：“下去。”
这4个盐警也把大枪放下，乖乖地走下大
桥，自动脱下盐警服装，从水中上来的战
士，也同样把他们捆好、堵上嘴。

田冬生派了4名战士，身穿盐警服装，
背上大枪，从大桥走回据点，他带着其余
战士，顺水摸往据点的吊桥。据点吊桥里
边的岗楼，看见大桥上下岗的盐警过来
了，便放下吊桥，让那4个人走过吊桥，进
了据点的大门，几乎同时，田冬生领着人
已经爬上大沟，闯过吊桥，来到岗楼旁。
据点当中的大炮楼上，突然有人喊：“干什
么的！”田冬生知道已被敌人发现，炮楼上
放了一枪，据点里立时大乱，田冬生带人
迅速扑向据点里的几座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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