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要闻
2022年4月23日 星期六 责编：刘一博

当前，全球生态环境问题面临严峻挑战，人类正站在可持续发
展的十字路口。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世界的聚光灯下，

习近平指明方向。

绿色之约 不负青山不负人

挥锹铲土、培土围堰、提水浇灌……3月30日，习近平来到北
京大兴新城城市休闲公园，与群众一同义务植树，种下了油松、碧
桃、白玉兰、海棠、小叶白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赴这场与春天的“绿色约定”已是第十
个年头。他告诉在场群众，森林和草原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基础
性、战略性作用，林草兴则生态兴。

在他的推动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每个人都是乘凉者，但更要做种树者，

习近平一语道出真谛。
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塞罕

坝造林、毛乌素治沙……亮眼的“绿色成绩单”正是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在东方大地上的生动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
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这里要加一个‘沙’字。”2021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强调。今年的两会，这个“沙”字与“山水
林田湖草”一起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突破“节用”“寡欲”等传统生态保护思维、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自然中心主义”等片面机械的西方生态哲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把生态与发展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以时代发展
的眼光对生态价值进行更为全面、科学的再认识、再评价。

近年来，习近平不断在国际场合发出清晰有力的声音，呼吁构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足迹遍及中国各地，所到之处始终强
调这一点。就在几天前，习近平来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倾听当
地群众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强调海南要“生态立省”。

201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会议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
明理念的决定草案；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2021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是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
题召开全球性会议……

携手之诺 时代动力扬风帆

“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
2021年，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昆明召开。习近平的主旨讲话

从昆明传遍全球，世界与中国心灵相通。
在线聆听那场讲话的丹麦环境大臣莱娅·韦尔梅林至今记忆犹

新：习近平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
基金，向世界传达了强有力的积极声音和中国承诺。

在肯尼亚东北部的加里萨郡，中企承建东非最大光伏电站，不排
放温室气体又缓解肯尼亚“电荒”；中国的节水梯田模式“拷贝”到埃
及，在西奈半岛山区涵养水源；非洲“绿色长城”有中国技术支持，阻
止撒哈拉沙漠南侵；中国电动大巴在南美有效缓解环境污染，吸引时
任智利总统主动“代言”……

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习近平的视频演讲掷地有声：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
的庄严承诺。

独立公共政策智库澳大利亚研究所气候和能源项目主管里
奇·梅尔齐依然记得，《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
方大会（COP26）中，习近平在书面致辞中提出维护多边共识、聚
焦务实行动、加速绿色转型三点建议。梅尔齐认为，这三点建议
“至关重要”，将助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而中美两国发布的联合宣
言提出多种具体举措，更是给大会带来了“急需的动力”。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治理参与
者、贡献者、引领者，促共谋谋团结，以笃行行担当。

大道之行 命运与共护家园

国际社会这样解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它是“独特的中国礼
物”，有“美丽的诗意”，能“实现美好未来”……

2021年的世界地球日，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近平首次全面系
统阐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
“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

雄心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提

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生态环境领域延展开来，为人类文明永
续发展进步指出方向。

当前，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和新冠疫情叠加，地球生态恶化，人与自
然关系亟需调适。

习近平强调：“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每每谈起中国的生态文明思想，COP26气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
尼格尔·托平都难掩激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这些中国
理念“有一种美丽的诗意……好像用诗歌般的语言描述经济和科
学，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份独特的中国礼物”。

据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大道笃行系苍生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4月22日0时
至18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无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
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目前
疫情形势严峻复杂，为科学精准严防疫情反弹，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再次更新近期区域排查管控范围，涉及的相关人员须主动
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

此次调整新增具有2022年4月11日（含）以来途经河北省唐
山市迁安市、滦州市，具有2022年3月20日（含）以来途经江苏省
苏州市姑苏区、相城区、张家港市、太仓市旅居史的来津及返津人
员须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
健康码“绿码”，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抵津后24小时内
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出具前减少出行，不得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不得前往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加强个人防护。抵津前
14日内具有旅居史，实施抵津后7天居家隔离（同户同室）。

新增具有2022年4月5日（含）以来途经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
具有2022年3月20日（含）以来途经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旅居史的
来津及返津人员，须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出示包含核酸检
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码”，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抵津
后24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出具前减少出行，不得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得前往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加强个人防护。
抵津前14日内具有旅居史，实施抵津后14天居家隔离（同户同室）。

天津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二级巡视员

李庆生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讯（记者 王睿）
据市气象部门天气形势分
析，预计我市4月24日下
午有东南风3—4级（东部
地区4—5级），25日后半
夜至26日有西北风5—6
级，阵风8级，缺乏有效降
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
高。按照《天津市森林火
灾应急预案》规定，经市应
急管理局、市气象局、市规
划资源局、市公安局联合
会商，结合物候条件、林情
社情等综合研判，4月24
日至26日期间，我市森林
火险仍将维持在高度危险
级别，森林防火形势严峻，
特将目前森林火险橙色预
警时期（4月19日至23日）
延长至4月26日。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倪岳峰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东

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王晓晖同志任四川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彭清

华同志不再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朝韩领导人写信互致问候

据新华社平壤4月22日电 据朝中社22日报
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同韩国总统文在寅日
前交换了亲笔信，双方互致亲切问候。

报道说，金正恩20日收到文在寅的亲笔信后，
于次日复信。文在寅在亲笔信中表示，他离任后将
为推动两国签署的共同宣言继续努力。金正恩在信
中回顾了两国首脑发表历史性共同宣言给全民族带
来的希望。另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22日消息，韩朝
领导人分别在信中提到重启对话和关系发展。

李桂林话说了几箩筐，木乃日
帝却是一言不发。李桂林想，他不
还嘴说明他听进去了，这点口水没
白费。哪知第二天起，木乃日帝连
工地都不来了。李桂林没心情也
没工夫搭理他，忙得脚不沾地。浇
铸围墙所需木板从村民家集中到操场，
有的宽有的窄，有的新有的旧。宽的多
是从门框卸下的门板，窄的则是村民为
打家具备下的木料。不管门板还是木
料，沾了混凝土都要“破相”，李桂林正
愧疚不已，木乃日帝不请自来。

果然来者不善，他指着地上问，这
些都有伐木证吗？没有就是违法，被
抓住要坐大牢。李桂林两句话就把他
打哑了：你家没有一扇门，没有一件家
具？你能拿出证来，我就和你一起把
他们送到公安局！木乃日帝悻悻而
去，然而没几天后，乡政府派人来到村
里，说森林资源是国家资源，任何人未
经批准砍一棵树，都是在挖社会主义
墙脚。完了就要往学校送过板板的村
民缴罚款，村民们吓得大气不敢出。

李桂林不吃这一套，他对领头干
部说，二坪的水也是国家资源，你们一
上山就喝了一肚子水，也是在薅社会
主义羊毛。实在要罚款我也赞成，前
提是要开罚款单。你们敢开我就敢表
态，你们开多少，我帮他们缴多少！

见过不好惹的，没见过这么不好惹
的，那些人寻机会溜下山了。路上气不
过，顺手抓了同胡子家两只鸡。木乃日

帝起先得意洋洋守在现场看热闹，乡上的
人一走，他不知什么时候也没了踪影。自
那以后，碰见李桂林他的脸色就不好看了。

事情会是木乃日帝干的吗？李桂林
被脑海里浮起的问号吓了一跳。他是村支
书，就凭这个，这个问号就不该存在。李桂
林自然是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的，虽然后
来，他曾在一次谈话中对木乃日帝说过，我
来二坪这些年针都没掉过一根，直到你聚
众赌博，我说（方言，批评之意）了几句，大
家都不愉快。那次谈话就此打住，这一回，
他仍不愿任思维在这里发散……

李桂林不敢再往下想了。他怕伤神，
也怕伤心。警察来村里走了一遭，居然一
无所获。对于抓到盗贼，他曾翘首企足，警
察空手而归，他竟如释重负。这倒不是说
李桂林不忍心躲在黑幕后的人被揪出来、
被带走，让他在法律挞伐下悔过自新。

李桂林是觉得就像身体有自愈能
力，一个人犯了错，不到罪不可赦的程
度，就该有自我救赎的机会——没有人
不会犯错，没有人不需要宽容。这个想
法让他的心间变得光明，光明起来的心
像一个宽银幕，上面显着一行字：如果过
去辜负了你，最好的治愈，是用加倍的热
情抱紧未来。

102 怕伤神，也怕伤心

尽管中英两国在历史上曾有
这样一桩未能成功的交集，马戛尔
尼使团还是作为历史上西方国家
首次正式派遣的使团载入史册。
作为他们落脚的弘雅园也就打下
了历史的烙印。马戛尔尼本人的
日记和副使斯当东的回忆文字都
谈到了弘雅园。从他们的描述看，园内
“园径蜿蜒，小溪环一岛”，或仍有一点
勺园的遗韵，而“堂厢环对，各为庭院”
的建筑布局则已面目全非了。马戛尔
尼使团住宿弘雅园，似属小事，但在深
谙北大校史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
生看来，就“此中有深意”了。他在《燕园
史话·弘雅园》一文中说，“回顾校园的过
去，竟然在中外关系史上有这样一段插
话，似乎是出人意料的，然而这只不过是
个开端，更严重的事端还在后面。”

侯先生这里所说的“更严重的事端”，
即是后来在集贤院里所发生的和英法联
军火烧圆明园相关的事。自乾隆以来，清
帝常在圆明园设朝听政。为了方便从城里
赶来的六部官员上朝，邻近圆明园的弘雅
园便作为这些官员的退值休息之所。

嘉庆六年，取王羲之《兰亭集序》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之意，由嘉庆帝
亲自题写匾额，正式将弘雅园
改名为集贤院。何以易名？
唐克扬《从废园到燕园》一书
认为，一是“因园名是乾隆皇
帝御题，现在换了皇帝，则需
要避弘字讳（乾隆名弘历），二

是既然改了用途名字也跟着改换”。
清咸丰十年（1860）八月，英法联军在

北塘登陆后，连陷天津、通州，进逼京郊。
十月五日，绕过城北，直扑海淀，六日占领
圆明园。这时咸丰皇帝已从圆明园逃往热
河。此后十天内，这群外国强盗，不但对圆
明园进行了贪婪的抢劫，而且还放火焚烧，
使这座举世无双的名园几乎化为灰烬。这
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充满耻辱的“庚
申之变”。而在这场大灾难中，集贤院有脱
不了的干系。美国学者舒衡哲《鸣鹤园》一
书，以翔实的史料叙述了事情的原委——

当时英法联军的英军统帅詹姆斯·额
尔金勋爵，“完全清楚”英国正在对中国“这
个历史更悠久的文明古国实施‘野蛮’的武
力征服计划”，但是开始时“他没有打算烧
毁圆明园，也没有想推翻清政府，他只是
要求清政府做出让步”，然而，当他在10月
16日，从中国人那里接回了随军记者托马
斯·威廉·鲍尔比伤痕累累的尸体之后，他

的“看法和计划改变”了。43岁
的托马斯·鲍尔比是伦敦《泰晤
士报》的记者，同时还是律师、铁
路投资商和皇家炮兵队的上
尉。他到过中国很多地方，写过
关于中国的长篇文章。

15 嘉庆题匾集贤院 33 江边施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燕园的

前世今生
江溶 王燕飞著

迎接黎明

刘鹏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著

唐明安用的是“唐手”功夫，仅
“踢”与“锁”两个招式，便让两个特
务当场毙命。救走了苏正，打死了
特务，唐明安稍稍得到一些安慰。
晚上，他买了一些纸钱儿，邀张月
霞一起，在紫竹庵外面的荒地上给
父母、妻子焚烧，并在心中祈祷亲人的
在天英灵，保佑革命事业能够早日获
得成功。一弯新月斜挂，苍穹星光点
点。“多好的夜晚啊，到外面走走吧。”
张月霞向唐明安提议。唐明安看看
表，时间还不算晚就答应了，两个人转
向江边走去。江边渔火，若明若暗，带
给人一种神秘感；江风吹来，徐徐缓缓，
送给人一种清爽。经过白天的战斗，面
对眼前的宁静，唐明安感觉到这一天好
像是经过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这个世界要是像现在这样该有多

好，没有枪声，没有呐喊，没有厮杀，没
有暗算，没有呻吟。有的只是清风和
煦，宁静与安详。”唐明安想想白天工人
罢工游行时，与警察、特务之间的搏斗，
看看眼前的景色，内心有些感慨。“你那
是理想主义。想想中国的历史，哪一
朝、哪一代的平安与祥和，不是在刀光
剑影和呐喊厮杀中获得？我们现在与
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不就是为了给天
下穷苦百姓，争得一个和平安静的生活
吗？”张月霞接了一句。“你说得对，那是
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和目标。”唐明安
说罢，两个人相互依偎着，沿江边漫步，
就像一对窃窃私语的情侣。

突然，从前面传来“救命”的呼叫声。
张月霞说：“刚才还在说安静与安详，这下
子打破了吧？是女人的呼救声，我们赶快
去看看。”说着便加快了脚步。唐明安紧
跟在张月霞身后，就见江边树后的黑暗
处，有人在纠缠。“谁？什么人！”唐明安大
声喝问。一道手电筒的强光照射过来，弄
得唐明安和张月霞眼前一片白茫。两个
头戴礼帽的黑衣人，拿着手电筒从树后的
暗处先后走出来，后面那人抓着一个上衣
被撕破的年轻女人的胳膊。唐明安对着
两个黑衣人厉声喝问：“你们在树后抓着
一个年轻妇女，想干什么？”前面的那个小
子蛮横地反问：“我们是在抓捕今天参加
罢工游行的激进分子，你们是什么人？大
黑天的不呆在家中，到江边乱窜什么？”

这时，那个被抓的年轻妇女，用手扯
住被撕破的上衣说：“我没有参加罢工游
行，我是住在洗衣巷里的洗衣妇女，给人
家去送洗好的衣服，回来时晚了，走到江
边竟被他们拦住，强行拉到树后强行施
暴。”唐明安问道：“你们是力行社的？”还
是那个小子恫吓说：“知道我们是力行社
的，还不赶快滚蛋，耽误了老子的好事，看
怎么收拾你！”说完，对着后面的人挥挥
手，“还把这个小娘们儿弄到树后面去。”

本报讯（记者 徐丽）从市纪委监委获悉，天津市公安局原
党委委员、二级巡视员李庆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月22日0时至18时

我市无新增阳性感染者

疫情快报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近日，河东区与河西区、东丽区、津南区及市海河管理中心、市渔政部门联合开展了海河

水环境清整专项行动，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努力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鸟飞”的治理

目标。 本报记者 赵建伟 摄

森林火险
橙色预警期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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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四川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共中央宣传部22
日举行首场“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法改革举措与成效。
“为了解决原来人人都能办案，办案要层层报批，

责任不清的问题，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和司法责任
制。”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说，法院检察院的工
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
三大类，实行单独职务序列，分类管理，各司其职。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沈亮介绍，人民
法院全面推行法官员额制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从原有
21万余名审判人员当中，严格遴选12.7万余名法官，同
时为法官配备一定数量的辅助人员，让法官聚焦审判
的核心事务，其他事务性工作交由辅助人员办理，各类
人员各归其位、各尽其责。

建立健全执法司法权制约监督机制，政法机关积
极探索。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杨
春雷说，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提出这项工作，
首先在各级检察院成立巡回检察组，定期或者不定期
到监狱、看守所进行巡回检察，开展监督，发现纠正问
题。从2019年开始，监狱巡回检察全面铺开。

公安机关不断深化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推出
了一大批便民利企政策措施。2014年以来，全国有1.3
亿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由2013年的35.93%提高到2021年的46.7%，户口迁
移政策普遍放开放宽，中西部地区除省会（首府）市外，
基本实现了城镇落户零门槛。“居住证制度实现全覆
盖，全国共发放居住证超过1.3亿张，以居住证为载体，
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进
一步健全。”公安部副部长刘钊说。

行政复议是解决行政争议的主要渠道，事关群
众切身利益和政府公信力。司法部副部长刘炤表
示，司法部指导各地按照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的
要求，将分散在政府部门的行政复议职责整合到政
府统一行使，实现一级政府只设立一个行政复议机
关，“一口对外”受理行政复议案件，优化了行政复议
资源配置，畅通了行政复议申请渠道。

据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中宣部举行首场“中国这十年”

系 列 主 题 新 闻 发 布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