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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国家
生态县、国家园林县城……一项项荣
誉，是泗阳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的最好体现。

近年来，泗阳紧紧围绕省委关于
“六个高质量”、建设“江苏生态大公
园”和市委“六增六强”战略部署，始
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
摇，“强富美高”全面小康新泗阳美丽
画卷正徐徐展现。

“在城市总体规划中，泗阳合理
安排生态空间结构，科学布局城市绿
地，依法编制及时修订城市绿地系统
规划，划定城市绿线，城市永久性绿
地面积占城市绿地面积的20.59%。”
县住建局负责人介绍，“现已形成城
乡协调、特色鲜明、环境优良的绿地
生态系统，呈现点上绿化成景、线上

绿化成荫、面上绿化成林、自然生态
成趣的园林景观。”

绿地就建在百姓身边，综合公
园、社区公园和街头游园等构成“大
中小”搭配合理的公园体系，因地制
宜建设郊野公园、体育公园、湿地公
园和植物园，实现人与自然、城市有
机融合、互惠共生。建成区绿地率
41.51%，绿化覆盖率42.50%，防护绿
地实施率90.58%，城区人均公园绿
地14.45平方米。

奥林匹克生态公园位于城市绿
轴线，以园路、小品、山水为主，山体
由建筑垃圾和土壤混合堆积而成，各
种体育、休闲设施一应俱全，设置亲
水栈道和自行车道，形成水循环、路
循环，织就一张绿水交融网络。

此外，枣园、桃园、粟园、天水园、

清怡园、五里湖湿地公园，以及一系
列精巧而别致的游园广场遍布城区
各个角落，市民出行300米就能到达
一处绿色开放空间。

绿色发展是民心所向，更是使
命担当。泗阳在城东、城北建有 2
座污水处理厂，建有国家一级生活
垃圾卫生填埋场，还在城区启动建
设生活垃圾综合分拣中心，真正在
做靓城市“面子”的同时，做精城市

“里子”。
泗阳绿色空间营造，不仅注重公

园绿地“点”开放，还坚持道路绿化
“线”流畅。以北京路枫香、众兴路法
桐、桃源路樱花、西安路榉树为代表
的季相道路，呈现出“春天繁花似锦、
夏日浓荫蔽日、秋天色彩斑斓、冬日
琼枝玉冠”城市绿化景观。

泗阳县对19株古树名木逐一登
记编制“户口”，安排专人管护。泗阳
与南林大合作，成功选育“南林
3804”“南林3412”等雄性不育杨树
品种，将逐步解决“杨絮”问题。同
时，对乡土珍贵树种麻栎和栓皮栎进
行研究、繁育和利用，推广应用枫杨、
构树、刺槐等乡土及适生植物。

泗阳还不断加快“智慧园林”建
设，建立较为完善的风景园林管理信
息系统，提高园林绿化管理、分析、决
策的科学化水平。

有人赞曰：“近年来，县生态文明
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如今的泗阳，已
经是一座水绕城、城覆林，四季葱绿、
生态宜居的美丽之城、园林之城、幸
福之城！”

谢 锦 赵威威 张兴伟

泗阳：建设园林城市 共筑宜居家园

农家书屋是开展全民阅读的阵
地之一。近年来，南京市六合区马
鞍街道坚持把农家书屋建设摆在文
明建设重要位置，推动农民读书、用
书，活跃和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去年，区街建成全区首批图书
馆分馆，并实现与区图书馆通借通
还。街道现有三星级农家书屋1家、
四星级农家书屋1家，每星期书屋对
外开放不少于56小时。每家农家书
屋拥有5年内出版的图书1500册以
上、3台以上电脑，满足了读者不同
阅读口味需求，提高了书屋的数字
化程度。

为了鼓励居民多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马鞍街道将农家书屋阅读活
动纳入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不

断拓展阅读活动的组织形式。书屋
向定期邀请专家开展实用技术培训，
向农民免费赠送实用技术书籍，并联
合社区教育中心志愿者开展朗诵演
讲技巧知识培训等。书屋开展“你读
我送”活动，可以按照读者借书的次
数进行积分，每借一次书可以积1分，
积满12分即可无偿送书一本，进一步
增强了群众参与全民阅读活动的热
情。马鞍街道还以网格化管理平台
为依托，把书籍送到网格支部，设立
图书角，方便群众就近阅读和借阅。
阅读爱好者不仅是书屋读者，还是
书屋的管理员。农家书屋设立管理
员推荐图书角，每个月推荐2-3本
好书，让真正爱书、喜欢读书的人参
与到农家书屋管理中来。 马鞍轩

六合区马鞍街道农家书屋

让居民好读书、读好书

200000斤粮食、20000斤食盐、7000
双布鞋……这张名为《哈达铺1935年9
月支援红一方面军物资统计》的表格，张
贴在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内。

哈达铺位于甘肃省陇南市宕昌
县西北部，自古以来就是西北入川的
战略要地和隘口。1935 年至 1936
年间，中国工农红军红一、二、四方面
军先后到达哈达铺，得到了困顿至极
后的物资兵源补充。

“这张统计表显示，红军到达哈达铺
时，不足1万人的小镇倾其所有支援红
军。中央红军每位战士都有了一双鞋
穿，走完自己的长征之路。”哈达铺红军长

征纪念馆讲解员卯晓琴对参观者说。
“纪律好得很，再没有比红军更

好的队伍了！”一提起红军，88岁的
榜罗镇文峰村村民李炳生赞扬说。

他说，由于国民党的污蔑宣传，
红军到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躲到邻村
或者山里去了。他的父亲当时经营
着一家饭铺，店中锅灶器皿齐全，红
军决定在此生火做饭。

“我当时还小，在一旁玩耍，红军
把他们的馍馍拿给我吃。饭做好后，
不仅所有东西都一样不少地还给我
们，而且每一件东西都被放回原处。”
李炳生说。 （据新华社电）

一张表格背后的红军成功密码

“我思恋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
那吱吱唱歌的水磨……”一个个村
落，承载着中国人绵长的情思乡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建设美丽乡村，“不能大拆
大建，特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新农
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
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
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
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在有关部门、各级政府积极响应
和高度重视、扶持下，近几年，我国传
统村落保护、利用力度空前，成效显
著；不仅留住了“美丽乡愁”，更激发
出乡村发展新活力。

“苍洱毓秀”：
“古”味延绵 新韵悠悠
“苍洱毓秀”——李德昌把家乡

“山”“海”间的万种风情写在了自家
小院外墙上。

李德昌的家乡在云南省大理白
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青瓦
白墙的村子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是
一个典型的白族传统村落。

李德昌家的小院宽敞明亮，绿意
盎然，体现了坊、阁、照壁相结合的白
族传统建筑风格。“这个院子是我在
1997年盖起来的。”李德昌说。

2015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云
南考察工作时，走进了李德昌家中。
看着李德昌家雕梁画栋的房子，干净
整洁的院落，生机勃勃的植物，总书
记十分高兴，他说：“这里环境整洁，
又保持着古朴形态，这样的庭院比西
式洋房好，记得住乡愁。”

“总书记的一番话，让我们更清

楚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李德昌
说，“不但洱海要保护好，传统白族民
居的风貌也不能丢。自然景观和人
文景观，无论缺了哪个都不行。”

几年来，古生村按照“保护古建、
引导在建、规范未建、改造老建、打击
违建”的工作思路，实施建筑民居风
格整治，保持青瓦白墙、斜屋顶、淡墨
画的白族民居风格。

记者了解，村内完成了“三线入
地”工程，主要道路硬化、拓宽，对7
户有较重历史和民族文化底蕴的白
族民居古院落进行挂牌保护，对凤鸣
桥、古戏台等文物古迹实施修旧如
旧，提升修缮。

今日古生村，天空更“干净”，湖
水更清澈，环境更整洁……

“拯救老屋”：
激活村落 重焕生机
湘南大山深处，蓝山县祠堂圩镇

虎溪村。这个唐宋年间就有烟火的
千年古村，2016年入选第四批“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

2018年，在上级文物部门资金
支持下，虎溪村按照“修旧如旧”原
则，对古戏台、古建院落等近3000平
方米区域实施文物本体修复；通过更
换楼板、瓦片、栏杆，修复马头墙、屏
风、门窗等部件，古村重焕生机。同
时，还成立纪念馆，陈列1934年红六
军团长征过境虎溪时的珍贵文物。

2016年以来，国家文物局支持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实施的传统村
落保护公益项目——“拯救老屋行
动”在各地推进。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熙岭乡龙潭

村。几年前，原户籍人口1400多人的
村子常住人口不足200人，部分老宅年
久失修，只剩残垣断壁；村里原有120
多栋明清建筑，多栋被拆除。

2017年5月，在政府支持下，龙
潭村开始“拯救老屋”、复兴古村。

“针对古宅多为土木结构的特点，
我们聘请老工匠艺人，采取传统工艺
进行修复。”驻村第一书记夏兴勇介绍，
他们还创新推出“认租15年”运作机
制，以吸引社会资金修缮古民居。

“谁租房谁修缮，与租客签订15
年合同，15年内每年每平方米只收3
元钱租金。”夏兴勇说，目前，龙潭村
有32栋古民居采取这种做法，吸引
了国内外100多人前来承租修缮古
民居，长期定居。

一座座荒废的老宅被认领修缮
后，既保存了村庄原有风貌，又发展
起了新兴业态。江西人曾伟第一眼
见到龙潭村，就爱上了这个地方，在
村里租下一幢100多年历史的老房
子，改造成以读书为主题的“自用+分
享”生活空间。

记者了解，“拯救老屋行动”采取
政府委托，社会组织运作、监督、管理
的项目实施办法，吸引社会力量广泛
参与。各地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文
物建筑保护利用的新机制，吸引了农
民回村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了非遗项
目活化和公共文化服务改善，有效激
发了传统村落的活力，为传统村落的
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打下重要基础。

乡村“网红”：
魅力倍增 助力振兴
拯救、保护、利用，让古村落平添

“新资源”。
一幢幢夯土实木的民居古朴静

美，一曲曲四平戏曲悠扬悦耳……这
是记者走进龙潭村感受到的。

“我们不仅注重保护好古村外
观，同时在内涵的深挖上下功夫，让

村子真正‘活’起来。”夏兴勇说。
龙潭村一直保留着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四平戏，为了“活化”
这一珍贵文化遗产，龙潭村建起了四
平戏博物馆，戏班子重新开班；为传
承红曲制作与黄酒酿造这一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村里也建起博物馆。

短短几年，龙潭村古厝修复一
新，设施齐全；常住人口恢复至600
人左右；公益画室、美术馆、四平戏博
物馆、黄酒博物馆、咖啡屋、图书馆的
出现，让过去无人问津的破旧古村
落，变身旅游“网红村”。

“节假日游客爆满，周末一房难
求，农家菜馆门口经常排起长龙，农
副产品卖得红红火火。”龙潭村党支
部书记陈孝镇开心地介绍。

据了解，2014年以来，国家文物局
选取了270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集中成片的中国
传统村落，开展整体保护利用工作。
2018年评估结果显示，51处传统村落
文物保护项目完工率达84%，有效确
保了文物安全，并带动当地农民增收。

“一半受保护村落的收入高于所
在县平均水平，70%村落的旅游收入
实现近40%的增长。”国家文物局副
局长宋新潮说。

今年暑假，从杭州到大理旅游的
周冬梅女士一家3口，为了在古生村
村民何利成家的民宿住上一晚，退订
了昆明的酒店。

“我们被古生村的美景和美食迷
住了。”周冬梅笑着说。

“苍洱毓秀”的主人李德昌也辟
出空间，陈列和销售下关沱茶、鹤庆
银器等当地名产。“每天来的游客络
绎不绝。”李德昌欣喜地说。

今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
文物局等6部门公布了第5批2666
个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传统村落总
数已达6819个。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留住乡愁 绽放新颜
——传统村落保护激发乡村活力

李天佑，广西临桂人，1914年出
生在临桂六塘镇一个贫农家庭。
1928年，14岁的李天佑到桂系名将
李明瑞部下当兵。1929年9月李明
瑞起兵反蒋失败，在张云逸暗中联络
下，李天佑于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2月，李天佑参加百色起义，先后
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排长、连长，参
加开辟和保卫右江苏区的斗争。

1931年，李天佑随部转战桂黔湘
粤赣边地区，多次在危急关头带领全
连冲锋在前，掩护军部首长和领导机
关安全撤离，被称为“小老虎连长”。

1933年8月，担任红三军团第5
师13团团长的李天佑指挥本团将国
民党十九路军第62师366团全部歼
灭，红军首次在运动战中以一个团兵
力歼敌一个团。李天佑获三等红星

奖章，所部获“英雄模范团”锦旗。
全国抗战爆发后，李天佑任八路

军第 115 师 343 旅 686 团团长。
1937年9月，李天佑参加平型关战
斗，率部担负主攻，重创日军精锐部
队，并相机夺取战场制高点老爷庙，
对战斗胜利起了关键作用。同年10
月，李天佑又率部参加广阳伏击战，
歼日军千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天佑
历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广州
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人民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委
员。曾参与领导广西剿灭国民党残余
武装和土匪的战斗，援越抗美斗争和人
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0年9月在
北京病逝。 （据新华社电）

李天佑：戎马一生的开国上将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座正举
行婚礼的礼堂17日晚遭自杀爆炸
袭击，致使至少63人丧生、182人
受伤。

这次爆炸袭击正值美国政府
和阿富汗塔利班接近达成协议之
时。塔利班18日谴责这一事件，
声明无它无关。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晚些时候
宣称发动袭击。

目击者古勒·穆罕默德告诉法
新社记者，袭击者在音乐家演奏的
舞台附近引爆所携炸弹，死者包括
年轻人和儿童。

幸存者艾哈迈德·奥米德说，
大约1200名嘉宾参加他父亲表兄

的婚礼，爆炸时“我和新郎同处另
外一个房间，听到爆炸声后（赶去
查看），发现很多人躺倒在礼堂的
地上”。

居民穆罕默德·哈桑事发后赶
到婚礼现场，发现“许多妇女和儿童
在哭喊、尖叫”。

阿富汗总统发言人西迪克·西

迪基在“推特”写道：“这是针对民众
的可憎行径，怎么可能发生这种训
练他人、教唆他人在婚礼现场发动
袭击的事情？”

阿富汗政府首席执行官阿卜
杜拉·阿卜杜拉谴责袭击：“毫无疑
问，这种可憎、非人道袭击是反人
类罪行。” （据新华社电）

喀布尔一婚礼礼堂遭袭 63人死亡

小图：18日，在阿富汗喀布
尔，遇难者家属在葬礼上哭泣。

大图：遭到袭击的礼堂内部。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
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一书法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
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论述坚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
稿85篇。该书法文版和此前出版的
英文版，对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理解习近
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我国外交
方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法文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近日，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做好第一批“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评估工
作的通知》，要求认真贯彻中央《关于
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的意见》精神，紧紧围绕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这条主线，聚焦主题教育目标
任务和重点措施，扎实做好第一批主
题教育评估工作。

通知指出，开展主题教育评估工
作，是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总要求的具体举措，是坚持
开门搞教育、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的生动实践，是总结主题教育经验、
检验主题教育成效的重要手段。要

紧扣抓思想认识到位、抓检视问题到
位、抓整改落实到位、抓组织领导到
位的要求，把过程评估同结果评估结
合起来，坚持由群众来评价、实践来检
验，特别是把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作为
衡量标准，确保评估结果客观真实。

通知要求，评估工作主要由中央
指导组、各省区市各行业系统巡回指
导组具体组织实施，从学习教育、调
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组织领
导等方面，在日常督促指导、掌握实
际情况基础上，通过广泛听取意见、
开展随机测评等方式，了解党员、群
众评价，进行综合研判，作出全面评
估。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按照通知
要求，以厅局级及以上领导班子为单
位进行自查评估。

中央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扎实做好第一批
主题教育评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