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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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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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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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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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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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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引领，打造绿色协
调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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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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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脉动”强劲，与世界文
明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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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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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非常引人注目且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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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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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6月23日电）

新华社天津6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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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采用“干支纪事”的方法
用以计年、计月、计日、计时。所谓“干
支”就是十个“天干”和“十二地支”。十
个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
辛、壬、癸”；十二地支是：“子、丑、寅、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使用
天干和地支的两个字搭配，来表示年、
月、日的序号。由于天干是 10个，所以
每隔10天就出现一个庚日。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史志成介绍说，传统的推算方法

规定，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起为“初
伏”，从夏至后的第四个庚日起为“中
伏”，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起为“末伏”，
总称为“三伏”。由于夏至与第一个庚
日之间的天数几乎每年都不一样，所以
与“三庚”的天数也不是固定的。

我国传统历法规定，“初伏”和“末
伏”都是 10天，中伏天数则不固定。“这
是因为当夏至与立秋之间出现 4个庚
日时中伏为 10 天，出现 5 个庚日则为
20天，所以‘中伏’到‘末伏’有时为 10
天，有时为20天。”史志成解释说。

具体到今年的“三伏天”来说，7月
12日至 7月 21日为“初伏”，7月 22日
至 8月 10日为“中伏”，8月 11日至 8月
20日为“末伏”，共计40天。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年，现
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基本形成，农村基层党组织更好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以党组织为领导的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加强，村民自治
实践进一步深化，村级议事协商制度
进一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
善。到 2035年，乡村公共服务、公共
管理、公共安全保障水平显著提高，
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乡村社
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乡
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
代化。

围绕总体目标，《指导意见》提出
了17项主要任务。

其中，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
理的体制机制方面，《指导意见》强调
要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
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
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
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
体系。村党组织全面领导村民委员
会及村务监督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
织、农民合作组织和其他经济社会组
织。村民委员会要履行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功能，增强村民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能力。村务监督
委员会要发挥在村务决策和公开、财
产管理、工程项目建设、惠农政策措
施落实等事项上的监督作用。集体
经济组织要发挥在管理集体资产、合
理开发集体资源、服务集体成员等方
面的作用。农民合作组织和其他经
济社会组织要依照国家法律和各自
章程充分行使职权。村党组织书记
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
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

组织负责人，村“两委”班子成员应当
交叉任职。健全村级重要事项、重大
问题由村党组织研究讨论机制，全面
落实“四议两公开”。全面落实村“两
委”换届候选人县级联审机制，坚决
防止和查处以贿选等不正当手段影
响、控制村“两委”换届选举的行为，
严厉打击干扰破坏村“两委”换届选
举的黑恶势力、宗族势力。坚决把受
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
恶、涉邪教等问题的人清理出村干部
队伍。

发挥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先锋
模范作用方面，《指导意见》提出要组
织党员在议事决策中宣传党的主张，
执行党组织决定。组织开展党员联
系农户、党员户挂牌、承诺践诺、设岗
定责、志愿服务等活动，推动党员在
乡村治理中带头示范，带动群众全面
参与。密切党员与群众的联系，了解
群众思想状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加强对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留守儿

童和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特困人员
等人群的关爱服务，引导农民群众自
觉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指导意见》还提出，要实施乡风
文明培育行动。要弘扬崇德向善、扶
危济困、扶弱助残等传统美德，培育
淳朴民风。开展好家风建设，传承传
播优良家训。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
治农村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
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破除
丧葬陋习，树立殡葬新风，推广与保
护耕地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
殡葬习俗。

最后，《指导意见》还对任务的组
织实施提出了具体要求。

新华社罗马 6月 23 日电 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大会第41届会议23日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召开，中国农业农村
部副部长屈冬玉在首轮选举中以高票
当选粮农组织新任总干事，成为该组织
历史上首位中国籍总干事。

当日，屈冬玉在与来自法国和格鲁
吉亚的候选人的竞争中胜出，成为粮农
组织第九位总干事。他将于今年8月 1
日上任。

屈冬玉出生于 1963 年，现任中国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长期从事农业农村
工作，在政策规划、行政管理、改革创
新、国际合作等方面拥有丰富实践经
验，曾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中
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并深度参
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
等机制下的农业交流合作。

粮农组织成立于1945年，总部设在
意大利罗马，是联合国系统中专门的农
业机构，在全球粮农政策交流、标准制
定、信息统计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

7月 12日“入伏”

今年“三伏天”长达40天

联合国粮农组织

迎来首位中国籍总干事

新
华
社
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 6月 22 日电 华
为美国公司日前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地
区法院起诉美国商务部，认为美国商务
部扣押华为设备并迟迟不作出相关决
定的行为“非法”。

法院公开的诉讼文件显示，2017年，
华为将包括一台计算机服务器和一台以
太网交换机在内的多件原产于中国的电
信设备运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独立
实验室检测，完成检测后计划将设备运
回。当年9月，这些设备在运回中国的途
中被美国商务部以调查是否需要出口许
可为由，扣押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

诉讼文件表示，设备被扣后，华为按

要求提交了相关信息，并被告知美国商
务部下属机构通常在 45天内作出设备
是否需要出口许可的决定。迄今为止，
设备已被扣20多个月，而美国商务部仍
未作出决定。华为方面表示，截至提起
诉讼时，这些设备已“在阿拉斯加的仓库
中陷入官僚主义僵局”，长达632天。

华为方面认为，这些设备在美国境外
生产并被送回原产国，无需出口许可。诉
讼文件主张，不论美国商务部最初扣押设
备是否存在过错，无故拖延作出是否放行
的决定都是“非法的”。华为要求美国商务
部对相关设备运输是否违规作出裁决，如
果裁定不违规，美国商务部应放行设备。

华为美国公司起诉美商务部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2035年基本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

倾听大河新生的“脉动”
——写在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五周年之际

这是6月12日无人机拍摄的大运河无锡段的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 新华社发

受长江上游今年强降雨影响

三峡水库迎来首个3万立方米洪水过程

受长江上游强降雨影响，三峡水库及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继续上涨。6月23日14时，三峡水库入库流量达到3.1万立方米每秒，今年汛期首次超过3万立
方米每秒。三峡水库拦洪削峰，将下泄流量控制在2.36万立方米每秒，削峰力度近四分之一，大大减轻中下游防洪压力。图为6月23日，长江三峡枢纽开启泄
洪深孔泄洪（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指导意见》
全文

记者再走长征路

·

位于广东连州市东陂镇达飞巷 16
号的一座老屋，曾经走出一位人民军队
航空先驱——冯达飞。

提及冯达飞的经历，连州市委党史
研究室原主任黄兆星说：“冯达飞既懂航
空、步兵炮兵理论和技术，又有指挥大兵
团作战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能力，
同时又掌握了英、俄、德 3门外语，在我
军早期高级指挥员中可以说极为罕见。”

冯达飞1901年 7月 31日出生于连
州东陂镇。1919年 7月，冯达飞中学毕
业后，考入广东陆军测绘学校。1924年
5月，他被选送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
大队学习。1924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冯达飞外孙女婿、连州市历史文化
研究会理事乔国华介绍说：“1925年 8
月，冯达飞被广东革命政府和党组织选
派到苏联莫斯科航空学校、苏联红军步
兵学校深造。”

“1929年年底，冯达飞参加了百色起
义。”黄兆星说，“当时广西省（现在的广西
壮族自治区）军械库被我军接管，库里虽
有许多武器，但大部分已残缺不全。能否
及时修理好这些武器，对起义成败关系重
大。”冯达飞临危受命，带领一支20多人的
队伍进入军械库。凭着过硬技术，经过10
多个昼夜奋战，赶在起义前夕抢修出了20
余挺重机枪、5门迫击炮和3门山炮。

1932年 1月起，冯达飞先后担任湘
赣军区参谋长、独立三师师长、红八军代
军长，兼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这期

间，参加反围剿斗争，他各方面的军事才
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1932年 4月，红军攻克闽南重镇漳
州，缴获国民党军阀张贞的两架飞机，其
中一架受损严重不能使用。冯达飞奉命
日夜兼程，赶赴漳州，检修飞机。由于战
争形势发生变化，冯达飞奉令把缴获的
飞机飞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
没有航空炸弹，他就把迫击炮弹绑起来
挂在炸弹架上，还装上几捆传单。在没
有导航和飞行路线图的情况下，毅然从
漳州驾机飞越高山峻岭，向瑞金飞去。
当冯达飞驾驶飞机飞越敌占区时，敌人
以为是自己的飞机，有的抬头观望，有的
打旗联系。冯达飞利用敌人的错觉，扔
下迫击炮弹，狠狠打击了敌人。

“1934年 10月，冯达飞参加长征，
编入陈赓领导的干部团。”乔国华说，

“1935年至1936年，任陕北红军大学教
员。1937 年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
二、第四大队长。”

1941年 1月，“皖南事变”爆发。在
石井坑的突围大血战中，冯达飞不幸腿部
中弹受伤被捕。面对国民党的劝降，冯达
飞义正词严地拒绝。1942年6月8日，冯
达飞被害于上饶集中营，年仅41岁。

2017 年 11 月 3日，经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军党委政治部组织局批准，随着
响亮的凿刻声，冯达飞的英名，被镌刻
上北京中国空军英烈墙。

（据新华社广州6月23日电）

不朽的红色雄鹰
——人民军队航空先驱冯达飞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