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6月24日 星期一
编辑：朱江达 组版：赵勤 校对：步剑文 08焦点新闻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东方路转盘处 邮政编码：212300 传真号码：86983038 电话：综合新闻部：86983011 86983110 综合办公室：86983010 内容生产部：86983119 教育事业部：86983017 广告事业部：86983023 新媒体发展部：86983129 发行投递公司：86526454
周一至周六出版 报价：零售每份1元 月价24.00元 半年价144.00元 全年订价288.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321181499032 丹阳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电话：86523919

新华社南京6月23日电 如
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挺立的脊
梁，那大运河就是流动的血脉，
蕴藏着中华文明数千年延续不
断的密码，沟通南北、贯联古今，
通向未来。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
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五年来，沿线城市再出发，
开新局，不断为这条承载着华夏
文化基因的大动脉注入新的生
机与活力。记录了中国历史文
化厚重、壮美、辉煌的大运河，在
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动人的魅力。

大河新生，重寻中华文明生
生不息的密码

初夏，古运河畔的三湾运河
公园内满目苍翠,鸟语花香。刚
结束中考的段燃前往扬州旅游，
听说此处有个明代水利工程，不
造坝不筑堤就解决了运河“水势
直泻难蓄”问题，一路寻访而来。

“舍直改弯，把100多米长的
河道变成1700米，就达到了抬高
水位、减缓水流的作用，放在今
天也是个超级工程！”古人的智
慧让他惊叹不已。

不远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奠基已有月余。未来，博物馆的
大运塔，将与文峰寺文峰塔、高
旻寺天中塔连成一线，形成“三
塔映三湾”的文化景观。很难想
象，五年前，这里还是一处脏乱
差的“城中村”。

申遗成功以来，运河畔的人
们在寻找乡愁中，找回的不仅仅
是眼前的风景。

北有南新仓，南有富义仓。
在京杭大运河两端的北京和杭
州，各有一处清代的国家战略粮
食储备仓库。当发动机的轰鸣
声代替了船工的哨子，富义仓无
奈退出历史舞台，沉寂多时。列
入世界遗产点后，经过修缮和复
原，越剧演员赵志刚个人工作室
等20多家文创机构入驻这里。

“大运河是活的，换了一种
方式继续滋养着杭州人的生
活。”浙江农林大学教授周新华
说。从古人的物质粮仓，到今人
的精神粮仓，从南粮北输的漕运
通道，到涵养人文精神的世界遗
产，富义仓已和大运河一道华丽
转身。

翻开中国地图，在众多东西
走向的自然河流中，南北向的大
运河独树一帜。公元前 486年，
邗沟开凿，连通江淮，改变的不
仅是河流的走向。

“大运河的贯通，打破了南
北分离，深化了中华民族大一统
的格局，促进了中华文化多元、
交融发展。”江苏省社科院副院
长樊和平认为。

2017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
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
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
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
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从中央到地方，法规、条例
陆续颁布，构筑了保护传承利用
运河文化的重要屏障。

三维测绘、遥感影像、监测
预警……在遗产段最长、遗产点
最为密集的江苏省，沿线城市因

地制宜，构建起水、陆、空一体化
监测和预警体系。

文化寻根、建章立制、科技
护航。五年来，从南到北，水清、
岸明、景美；由点及面，一座座城
市重拾运河记忆，重现运河风
光。

时钟回拨到五年前。时任
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主任的
顾风身在多哈，第38届世界遗产
大会现场响起热烈掌声。他在
激动之余也有担忧：申遗成功的
大运河能否更有尊严地活下去？

“筹备申遗 8年，跻身世遗 5
年，回头看这其实是当代人对运
河文化再研究、价值再发现、内
涵再提升的过程。值得欣慰的
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读懂
并珍视它。”顾风说。

文化引领，打造绿色协调发
展新格局

五月初，江苏省首届大运河
文化旅游博览会上，“水蕴华章
——大运河文物精品展”集合了
运河沿线 6省 19市 23家文保单
位的 300余件（套）文物精品，吸
引了7万多名观众。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
“大运河之所以被视作中华

民族的大动脉，不仅在于它改变
了运河沿线的自然生态系统，更
在于借助水的力量，对人口迁
徙、经贸往来、科技交流和生产
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
影响，发挥了社会变革动力和国
家发展引擎的作用。”江苏省文
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南京博物院
院长龚良说。

2014 年 6 月，申遗成功；
2017年，大运河文化带的战略构
想首次提出；2019年 2月，《大运
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
出台。

千年辉煌，化作新时代的发
展机遇！曾经因运河而兴的一
座座城镇，重新寻找与运河的切
入点，再出发。

历史上，营造北京城的木材
先是通过大运河抵达通州张家
湾码头，再由陆路进京。今年开
春，张家湾镇的 300多个村庄陆
续拆除私搭乱建，留白增绿、大
尺度造林。未来，这里将与北京
城市副中心的森林湿地、景观生
态林等连通，共现壮阔的林海水
韵。

“大运河文化是北京城市副
中心的魂。”北京物资学院大运
河研究院副院长孙杰认为，要以
文化带建设为抓手，坚决淘汰不
符合定位的产业，构筑生态环境
与城乡发展平衡的新格局。

去年底，在上海举办的首届
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
一场“运河文化”论坛引人瞩
目。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
究院院长刘士林告诉记者，大运
河流经长三角 15座城市近百座
古镇，融汇了吴越、淮扬、皖江、
淮河等地域文化。

“当下研究运河沿岸江南文
化，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
在大运河文化带战略框架下，为
沿岸的文化复兴和高质量发展
做好样板。”刘士林说。

江南北国脉相牵，隋代千年
水潆涟。俯瞰中国的江河版图，
横向的长江、黄河、淮河，与纵向
的京杭大运河，犹如一个大丰收
的“丰”字。

“经济、生态、文化发展是彼
此相互促进的，要努力开创共赢
局面，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
形成绿色发展新格局。”河南省
政协副主席张震宇对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充满信心。

从城市到乡村，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战略持续推进，激荡起阵
阵“涟漪”。

山东台儿庄曾因大运河流
经而繁华一时，也曾被日军的炮
火毁于一旦，如今通过挖掘丰富
的运河资源，再次“因河而兴”，
以特有的色彩和魅力，重现于世
人面前。

江苏淮安从运河中汲取发
展精神动力，大力推动退圩还湖
的生态工程，弘扬“包容天下，崛
起江淮”的时代精神，带来了可
见的生态效应与旅游效益，也为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带来启示。

北京擦亮运河文化旅游品
牌，向世界讲好“大运河故事”。
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
区倾力打造国家 5A级景区，吸
引各类文创产业入驻，力求展现
一幅白天繁荣、夜晚繁华的运河
新景。

“古为今用，传承利用。”周
新华认为，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不仅薪火相传活化了千年文
化资源资产，更是面向未来增强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战略选
择。

“脉动”强劲，与世界文明交
流互鉴

大运河全线贯通的公元
1292年，马可·波罗结束东方游
历回国。这位意大利旅行家在
回到威尼斯后，分享了他游历运
河城市的见闻，令欧洲乃至世界
对古老的中国充满向往。

在同一个世纪，另一位阿拉
伯贤者则终老于运河畔。作为
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
普哈丁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当时，很多像普哈丁一样
的阿拉伯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
远道而来，世代居住在扬州。”
扬州文化学者韦明铧曾尝试把
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类型
外国人的著作连缀起来，并按照

时序排列，梳理出一部世界发现
运河的历史。

在古代，大运河不仅是中国
的，也是世界的。

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运河
体系与丝绸之路相连，浙东运河
又与海上丝绸之路相通，形成了
气势磅礴、沟通世界的商贸运输
与文化交流通道，在人类社会发
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当代，大运河再次成为中
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交汇点。

此前召开的第 42届世界遗
产大会上，我国大运河保护管理
工作获得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
高度赞赏。大会报告指出，中国
为应对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方
面的问题做了大量工作，这非常
引人瞩目且具有重要意义。

“大运河作为一项庞大复杂
的世界遗产，沿线的保护管理工
作涉及社会、民生、环境、水利等
各领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
新潮说，大会报告表明，我国对
大运河的保护与管理工作获得
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可。

“在运河治理上我们既要汲
取世界智慧，也应当有文化自
信，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江苏
省政协委员、世界运河历史文化
城市合作组织主席朱民阳说。

从杭州拱宸桥头，到北京国
家大剧院，再到新加坡滨海艺术
中心，2014 年 5 月首演以来，杭
州歌剧舞剧院打造的舞剧《遇见
大运河》踏遍沿线，走出国门。
武术是河北沧州特有的运河文
化，除了经常走出国门与高手切
磋交流，也吸引了众多国际友人
来到中国，先结“武术缘”，再续

“运河缘”。
“以运河为情感纽带，与世

界文化交汇、经济交融，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读懂大运河畔的中
国故事。”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研究院扬州分院常务副院
长李广春说。

世界上有 520多条运河，分
布在 50 多个国家，沿线有 3000
多座城市和上万座古镇，共同创
造了丰富多彩的运河文化、运河
生态和运河产业。

在中国，大运河从中华文明
的历史深处走来，为了让它传承
历史、活在当下、沟通未来，沿线
的城市与人们正携手共进。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开辟
未来。

“申遗成功只是开始，我们
对申遗成果的保护、巩固永远在
路上。”顾风说。

日前，美国白宫贸易顾问

纳瓦罗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

采访时，再次抛出“强制技术

转让”“网络黑客攻击”等陈词

滥调，还表示“知识产权盗窃

正是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激

进立场的主要原因”。

再过几天，中美两国元首

将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在这样

的节骨眼上，美国一些人又出

来散播谬论、制造杂音，不利

于双方通过平等对话解决问

题。

纳瓦罗曾在其代表作《致

命中国》中，对中国进行污蔑，

被媒体称为“鹰派中的鹰派”，

在中美经贸磋商中多次扮演

不光彩的“搅局者”角色。去

年 5月与 11月双方谈判前，还

有去年 12月中美两国元首会

晤之后，他都曾发表强硬言论

攻击中国。就在两国元首将

在日本大阪举行会晤前夕，纳

瓦罗又对中国泼脏水，并且放

言：我们要么得到很多，要么

没有。

从纳瓦罗的一系列言论

中，人们不难看出，以臆想代

替事实、以情绪代替理性，正

是美国一些人的思维习惯。

纳瓦罗们罔顾事实真相，无视

国际贸易运行的规律和规则，

而是陷在唯我独尊、你输我赢

的零和博弈思维中，给中国罗

织“盗窃知识产权”等“罪名”，

大肆炮制“中国威胁论”耸人

听闻。这些偏激的做法不仅

荒谬，而且危险。

中方《关于中美经贸磋商

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明确指

出，历史和事实充分证明，中

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成

就不是偷来的、不是抢来的，

而是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得来的。

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

保护，已建立起符合国际通行

规则和适应中国国情的知识

产权法律体系，重视发挥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取

得显著成效。2018年，中国提

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达到 150多
万件，已经连续 8年名列世界

第一；中国支付的知识产权使

用费已达到 356 亿美元，比

2001年增长了近19倍；中国向

美国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

达到 86.4亿美元，占中国购买

知识产权总额的将近1/4。
事实最有说服力，公道自

在人心。对于一些人炒作中

国知识产权问题，美国美中关

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欧

伦斯就公开表示，这里面存在

一系列纯属夸大的事情，一些

人所做的就是“妖魔化中

国”。在 2019中国知识产权保

护高层论坛上，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更

是对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取

得的非凡成就表示祝贺，认为

中国已成为全球知识产权创

造和保护的典范。

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

权缺乏事实依据，完全站不住

脚。美国一些人一再把这些

谬论拿出来抛售，企图混淆视

听，注定不会得逞。少制造噪

音杂音，多为平等对话、解决

问题创造必要条件和氛围，才

是务实而有建设性的态度。

大运河申遗后
能否更有尊严地活下去？
看看这五年……

散播谬论不是
解决问题的正
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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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旦平） 22
日下午，市委书记黄春年主持
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研
究讨论相关事项。黄万荣、赵
志强、李忠法、沈岳方等市四
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全省解决形式
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工作
会议精神，研究了我市解决形
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工
作相关事项。黄春年指出，解
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
负，是落实党中央深化作风建
设要求、正确践行“两个维
护”的政治责任。然而，减负

不代表工作质量降低，各镇
（区、街道）各部门要认真对待
上级工作，切实改变工作方
法，体现自身的责任与担当；
要抓住主要矛盾，把各项工作
与丹阳的实际情况相融合，确
保减负工作一抓到底，见成
效、有实感。

会议听取了全市安全生产
重点工作情况的汇报。黄春年
指出，近段时间，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的安全隐患大排查暨专
项整治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但从近期的事故分析和督
查检查情况来看，全市安全生

产形势依然严峻，各镇 （区、
街道） 各部门要以更大的担
当、更严的要求、更实的举措
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黄春年强调，做好安全生产工
作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
环，也是落实习总书记以人民
为中心理念的具体体现。要突
出三个关键词，一是责任，各
镇（区、街道）要进一步压实
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
和属地责任，切实履行责任，
整合全社会各方力量，形成抓
安全生产的合力；二是惩戒，
各镇（区、街道）各部门要探

索完善监管专业化与排查网格
化有机融合的安全生产监管机
制，形成以联合惩戒为中心的
监管体系，一处违法，处处受
限，形成强大的惩戒合力；三
是创新，创新工作方法，落实
各项责任，让惩戒形成合力，
逐步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水平，
让重大安全隐患问题得到根本
性遏制。

黄春年要求，管行业必须
管安全生产，要抓实建立企业
安全档案，对企业进行分级分
类管理，全力为市民创造一个
安全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

我市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研究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工作相关事项，听取全市安全生产重
点工作情况汇报

本报讯 （记者 旦平） 22
日下午，市委书记黄春年主持
召开全市防汛防旱工作推进
会，专题听取我市防汛防旱工
作准备情况汇报，进一步查摆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快补齐
薄弱环节，确保全市安全度
汛。市领导赵志强、赵立群、
贺云华、陈俊参加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市防汛防旱
工作准备情况、防汛抢险准备
情况、城市防洪准备情况和气
象预测预报情况的汇报。就如
何进一步做好我市防汛防旱工
作，黄春年指出，防汛防旱工
作意义重大，各部门要提高思
想认识，牢固树立忧患意识，
坚决克服麻痹侥幸思想，做到

有备无患；要做到应急有力，
制定科学的预案，有针对性地
加强应急演练，强化组织领
导，密切协作配合，指挥得
当，落实各项举措，确保万无
一失。

黄春年强调，做好防汛防
旱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从长
计议，对于部分老旧小区管网

不健全，遇短时降雨容易发生
内涝的现象，要加快易淹易涝
点整治和管网、行洪河道疏
通，做好重点排涝设施准备，
同时加强对防汛防旱工作人员
的专业培训，要从今年的防汛
防旱工作中发现问题，全面提
升专业能力，做到心中有谱、
指挥有数。

克服麻痹侥幸思想 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我市召开防汛防旱工作推进会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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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新时代文明实践

访仙镇农服中心积极引导
农户因地制宜发展高效农业，目
前已形成一村一品的种植格局，
板栗、蓝莓、杨梅和葡萄等种植
村远近闻名。图为该镇池塘村
红果家庭农场人员正在采摘杨
梅。（记者 萧也平 摄）

发展高效农业
形成一村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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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一张民国结婚
证书现身我市

近日，一张极为珍贵的民国
结婚证书现身我市古代契约文
书收藏馆。“这张中西合璧的结
婚证书非常珍贵，除了它的长度
达到罕见的120厘米外，更为难
得的是，其证婚、主婚人都是当
时的社会名流，其中主婚人是北
伐名将李明扬！”22日，收藏馆负
责人孙国武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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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入伏”
今年“三伏天”40天

夏至后不久，一年中最热的
时间就要到了，也就是民间百姓
常说的“三伏天”。天文专家表
示，“夏至三庚数头伏”。今年的
入伏时间是7月12日，“三伏天”
长达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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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珙县发生
5.4级地震

记者从23日10时许在四川
宜宾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截至6月23日5时30分，珙
县5.4级地震共造成珙县、长宁
县31人受轻伤和轻微伤，其中留
院观察治疗21人，均无生命危
险。“6·17”四川长宁6.0级地震
已正式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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