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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10月 12日，搭载航天
员费俊龙、聂海胜的神舟六号载人
飞船顺利升空。

我国载人航天事业，是在改革
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决策实施和不
断推进的。1986年，发展载人航天
事业被明确纳入“863计划”。20世
纪90年代，党中央作出了实施载人
航天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

自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以
来，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不断取得历
史性的突破。1999年11月20日凌
晨，长征火箭托举着我国自行研制的
神舟一号无人试验飞船首次访问太
空。神舟一号试验飞船的成功发射
与回收，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技术获
得了重大突破。随后几年，中国的载
人航天事业进展迅速，捷报频传。
2003年10月15日，搭载着航天员杨

利伟的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
号成功发射，中国由此成为继俄罗斯
和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
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

仅仅过了两年，我国载人航天
事业又有新跨越，2005年 10月，我
国实现了从神舟五号“一人一天”航
天飞行到神舟六号“多人多天”航天
飞行。费俊龙、聂海胜 115个小时
的航程不仅实现了太空飞行技术的
突破，而且完成了中国第一次有人
参与的空间科学实验。这是我国载
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进入第二
步的重要开局，也标志着我国在发
展载人航天技术方面取得了又一个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胜利。

继神舟六号之后，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不断迈出新步伐。

（新华社北京11月 13日电）

神舟飞天

新华社北京 11月 1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
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社记者 李浩

一棵棵辣木树已有人高，一盆盆虎
刺梅争奇斗艳，简易花盆内的幼苗尽情享
受着喷雾器的滋润……这个拥有40余种
花卉的苗圃位于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
省瓜达尔港区内，而气候炎热、植被稀少、
风沙肆虐却是瓜达尔给人的一贯印象。

瓜达尔港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支柱项
目之一。2013年，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港控”）取得瓜达
尔港口及自由区运营权，开始对百废待兴
的瓜达尔港进行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全
方位改造。经过多年努力，现在的瓜达尔

港好似“黄色沙画”上的“绿色明珠”。
为使瓜达尔港的绿化更为科学、完

善，中国港控从国内引入了在沙地种植方
面拥有先进技术的育林控股有限公司。

“2016 年刚到瓜达尔时，四周一片
茫茫戈壁，几乎看不到什么绿色。”正在
公司苗圃内指导巴方员工修剪三角梅的
王瑞磊对记者说。王瑞磊是一名“90
后”，也是育林控股有限公司子公司瓜达
尔绿色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瓜达尔土地盐碱化重，再加上干旱
缺水，挑选合适的花卉苗木并不容易。王
瑞磊说：“到瓜达尔后尝试种植了很多花
卉，也尝试了滴灌等多种技术，成功的案

例不少，但失败的更多。”就这样边种边
试，王瑞磊的团队已累计在瓜达尔港种下
辣木树等乔木 2.2万棵、三角梅等灌木 4
万棵、草坪地被等 1.5万平方米、各类花
草2.5万余盆，并铺设绿化管线2000米。

除苗圃外，在中国港控的大力支持
下，育林控股有限公司还计划在瓜达尔
港自由区投资建设植物组织培养中心和
温室大棚。“组培中心和温室大棚投入使
用后，将为瓜达尔的绿化事业提供充足
的种苗，而我们的花卉、蔬菜等产品也有
望销往整个巴基斯坦，甚至阿联酋等中
东国家。”王瑞磊兴奋地说。

在瓜达尔推广清洁能源也是一些中

国企业的关注点。本月初，中国生态环
境部向巴基斯坦援助 4000套太阳能光
伏系统和发光二极管（LED）灯，旨在增
强巴国内尤其是瓜达尔地区应对气候变
化的能力，打造绿色瓜达尔。

中国港控在自由区招商方面也提出
了严格的环保要求。中国港控子公司瓜达
尔港自由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耀宗说，
中国港控坚守招商引资与环境保护“双生
命线”。“我们希望能多引进符合巴基斯坦
环保标准、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
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企业’，这样
才能让瓜达尔港更好、更可持续地发展。”
他说。（据新华社伊斯兰堡11月 12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3 日电
记者 13 日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
我国将于 2020年初正式实施地区
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统一核算
各地区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

据了解，自 1985 年我国建立
核算制度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和地区生产总值采取分级核算制
度，即国家统计局核算国内生产总
值，各省区市统计局核算本地区生
产总值。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

核算改革后，国家统计局将领导地
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工作，组织各
省区市统计局制定地区生产总值
核算方法、制定和规范统一核算工
作流程，进行统一核算，核算结果
统一发布。

据介绍，按照要求，国家统计
局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做好方
案设计、积极开展试点试算，目前
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的各
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习近平《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
单行本出版

我国将于明年初正式实施
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

孕育“黄色沙画”上的“绿色明珠”
——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绿色产业发展

当地时间 11月 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夫妇陪同下，参观雅典卫城博物馆。
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新华社记者 霍小光 郝薇薇

“这次对希腊的访问，我感触良
多……我们一道回味历史，以古鉴今，
展望未来，决定中希要更加紧密地携手
开辟更加美好的明天。”

11月 12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
人彭丽媛在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夫
妇陪同下，参观了久负盛名的雅典卫城
博物馆。

建于公元前 5世纪的雅典卫城坐
落于阿提卡盆地中的卫城山丘上。山
脚下这座现代化的博物馆，保存着从卫
城及周边出土的数千件文物，承载着古
希腊文明的厚重记忆。

这是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帕夫
洛普洛斯总统的第三次见面。

“我怀着对文明的尊重和对未来的
期许来到希腊”“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
的本质要求”“真正的文明之间不会发
生冲突、制造隔阂”……无论是正式会
谈还是欢迎宴会，文化交流、文明交融
的话题总能在两位元首间产生共鸣。

沿着玻璃栈道走进博物馆，仿佛走
进历史的长河。

从古希腊大理石雕像上的“拔火
罐”图案谈到古代中医，由帕特农神庙
三角楣上的众神雕像联系到中国古籍
《山海经》，从酒神剧场复原模型讲到艺
术和教育……

习近平主席仔细听取讲解，时而询
问历史细节，时而引经据典同大家交
流。

阳光透过玻璃幕墙洒入博物馆二
层展厅。在一尊名为“克里提奥斯少
年”的雕像前，习近平主席停下脚步。

雕像男孩表情丰富，形体健美，是
希腊古风时代向古典时代过渡的作品，
表达出强烈的人文精神。正如习近平
主席所说，古希腊“智者学派”萌发的人
本主义思想同中国儒家坚持的“以民为
本”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100 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期间，起
源于希腊古典时代的‘德先生’和‘赛先
生’传入中国。今天，在这里，东西方两
个文明古国又以新的方式再次相聚。”
两国元首对讲解员的这番解说颔首称
许。

博物馆不仅记录时间，更存储人类
精神。

在“沉思的雅典娜”浮雕前，习近平

主席再次驻足。“这是雅典娜女神刚刚
参加完战争后休息、沉思，虽是一块很
小的浮雕，却非常有意义。”帕夫洛普洛
斯总统亲自向习近平主席介绍。

习近平主席说，她在思考战争的意
义究竟何在。

习近平主席讲起中国成语“止戈为
武”。帕夫洛普洛斯总统边听边不住地
点头表示赞同。

前一天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对帕夫
洛普洛斯总统讲过这样一番话：“中国
人自古以来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天下为公’、‘和谐万邦’的理念。
中国绝不会搞国强必霸，也不认同你输
我赢的零和游戏，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
这种文化基因，也没有这种野心。”

这个深刻的话题，在今天的参观中
延续深化。

“感谢您今天的来访。”卫城博物馆

馆长潘德马利斯将一件雅典娜浮雕复
制品作为礼物赠送给习近平主席。习
近平主席向他表示感谢。

一件件浸透历史沧桑的艺术珍品，
见证着希腊文明的辉煌与苦难。

女像柱是卫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原本6座，其中一座流落异乡。

“我想借此机会向您表达，我们对
文物流失深感痛心。这些文物流失在
外，本身就是文明的耻辱。希望中国能
够支持我们在文物回归方面的努力。”
帕夫洛普洛斯总统说。

“我们不但支持，还要共同努力。”
习近平主席指出，由于历史原因，中希
两国都有大量珍贵文物迄今仍然流失
海外，双方可以加强合作，使这些文物
能够尽早回到自己的祖国。

三层帕特农神庙展厅，博物馆工作
人员向习近平主席展示先进的文物激

光修复技术。
“中希两国都拥有大量文化遗产，

双方可以在修复和保护重要文化历史
遗产方面加强合作。”习近平主席嘱咐。

短短一个小时，虽道不尽历史沧
桑，却打开了文明对话交流的新天地。

置身博物馆露天平台，以雅典卫城
为背景，习近平主席夫妇同帕夫洛普洛
斯总统夫妇合影留念。镜头定格这一
重要而难忘的瞬间。

以署名文章《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
鉴未来》起笔，又以这场穿越时空的参观
收篇，习近平主席希腊之行饱含深意。

“希望您再来希腊，我们可以有更
长时间沟通交流。”帕夫洛普洛斯总统
向习近平主席发出新的邀请。

“我很期待，也欢迎您多到中国走
一走，看一看。”习近平主席微笑着说。

（新华社雅典11月 12日电）

文字归巢闪耀三千年文明之光 文化传承展现新时代文明硕果

热烈庆祝中国文字博物馆开馆十周年
中国文字博物馆是经国务院批准

的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社会教育和

科学研究于一体的国家级博物馆,是

中华汉字文化的科普中心、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

地、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培训基地、

中国书法家创作培训基地、中国文化

传播与推广基地、第一批全国中小学

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2009 年 11 月 16 日，中国文字博

物馆震撼开馆。目前中国文字博物馆

建成并已开放的有字坊、广场和主体

馆等，占地 81 亩，建筑面积 22700 平

方米。“中国文字发展史”是中国文字

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展览以世界文字

为背景，以汉字为主干，以少数民族文

字为重要组成部分，以详实的资料、严

谨的布局、科学的方法和展示手段充

分展示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字、灿

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文明。该展览荣获

“第九届（2009-2010年度）全国博物

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特别奖”。十年

来，中国文字博物馆举办文物类、书法

类、少数民族文字文物类临时展览百

余次。

中国文字博物馆精心筹展的“汉

字”巡展，已在国内外成功展出 110余

场，国际展先后到 26个国家和我国澳

门、台湾、香港等地区，在国内走过了

16个省市自治区博物馆（院）和 80余

所高校及机关、企业、社区、村镇等。

“汉字”巡展已逐步成为安阳市、河南

省乃至国家讲述中国故事，传承中华

文明，促进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张闪亮

名片。

中国文字博物馆开馆至今已累计

接待参观游客 1200余万人次，其中，

青少年游客近 400万人次。中国文字

博物馆依托文字文化资源，面向社会

免费开放了“专家大讲堂”，面向青少

年开设“甲骨学堂”“文字文化进校园”

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文化创意紧紧围绕文字元素，累

计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千余种，自主开

发的 300 多种，合作开发的近百种，

举办各类汉字文化创意设计大赛，评

选出近百种优秀创意作品。文创产

品荣获中国博物馆协会“让文物活起

来——全国文博单位文化创意产品联

展”文博传承奖、2018 年第二届中原

文创之星大赛一等奖等10余个奖项。

中国文字博物馆开馆后，冯其庸、

李学勤、黄德宽先后任担中国文字博

物馆馆长。聘请 12名国内著名专家

学者担任顾问，成立了中国文字博物

馆学术委员会、书法艺术委员会和书

画院，先后举办了“中国文字发展论

坛”“中国文字·书法论坛”等 30余场

学术研讨活动。同时举办公益性“鼎

甲·中国古文字艺术创作研修班”，提

升了中国文字博物馆在文字研究领

域、文字书法艺术领域的影响力。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些学科

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

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

人做、有传承”的讲话精神，2016年 9

月 9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

小组将“大数据、云平台支持下的甲骨

文考释研究”列为 2016年度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由中国文字博物

馆承担该项目的组织实施。中国文字

博物馆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研究中心刘钊教授合作承担子课题

“甲骨文已识字有争议字和未识字综

理表”已完成项目验收，并出版阶段性

成果《甲骨文常用字字典》。同时在各

大报纸网站登发了《关于征集评选甲

骨文释读优秀成果的奖励公告》，第一

批评审结果已公布。征集评选第二批

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的征集评审工作

正在进行。

目前，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

和汉字公园已经开工建设。续建工

程 占 地 175 亩 ，筑 面 积 68300 平 方

米，包括文字文化演绎体验中心、研

究交流中心等，服务功能将更加完

善。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黄德宽先

生表示，在安阳这座厚重的历史文化

名城，以汉字为抓手开展当代文化建

设和文化传承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相信在国家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

大背景下，中国文字博物馆将充分把

握机遇，在已开创的成果基础上越办

越好。

中国文字博物馆将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

120 周年贺信精神和重要指示，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深化文字文化

研究、保护和传承创新，讲好中国文字

故事，讲好中国文化故事，讲好中国故

事！

鉴往知今话未来
——习近平主席参观雅典卫城博物馆侧记

圆明园马首回家！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3 日电

100多年前，在圆明园冲天的火光
中，一匹“骏马”流落异乡、颠沛流
离；2007年，它现身拍卖市场，被港
澳知名企业家、爱国人士何鸿燊出
资购回，并在港澳地区公开展示多
年。13日，国家文物局宣布，这匹

“骏马”昂首北上，将归藏于圆明园。
这匹“骏马”便是圆明园十二

生肖兽首铜像之一——马首铜
像。记者从 13日举行的捐赠仪式
上获悉，何鸿燊先生本月决定将马
首铜像正式捐赠国家文物局。为
更好践行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地的
文物保护国际共识，国家文物局经
与何鸿燊先生协商一致，将马首铜
像划拨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收藏，
回归原属地，为其百年回归之路画
上圆满句号。

这将是第一尊回归圆明园原
址的兽首铜像。

资料显示，马首铜像为意大利
人郎世宁设计，融合了东西方艺术
理念与设计风格，清乾隆年间由宫
廷匠师精工制作，以精炼红铜为
材，色彩深沉厚重，以失蜡法一体
铸造成型，神态栩栩如生，毛发分

毫毕现，历百年风雨而不锈蚀，展
现出极高的工艺水准，是一件非凡
的中国古代艺术品。

据介绍，除马首外，多年来，在
国家文物局和社会各界力量的共
同努力下，还有牛首、猴首、虎首、
猪首、鼠首、兔首等 6尊圆明园流
失兽首铜像通过不同方式回归祖
国。这 7尊兽首铜像自 13日起齐
聚“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

11月 13日，圆明园马首铜像
在成果展上亮相。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