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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13 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英文单行本，近日由中
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
重大意义，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

先生革命事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
历程，深刻阐述了辛亥革命 110年来的历史启
示，郑重宣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
强决心和坚定意志。这篇重要讲话英文单行
本的出版发行，对于国内外读者深入了解近代
以来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奋斗、创造的伟大成
就、迎来的民族复兴光明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记者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
势。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
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
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国家主席习近平 12日下午以视频方式
出席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
话，彰显大国领袖的担当和东道国的风范，
高举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旗帜，为推进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信心，为未来全球生物
多样性治理指明方向，为共同建设清洁美丽
的世界擘画蓝图，必将产生重大深远的世界
影响。

共建家园：习近平主席首提三
个构建“地球家园”的愿景

“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习近平主
席在讲话中强调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理
念，首次提出三个构建“地球家园”的愿景：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
园；

——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
园；

——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
园。

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高屋
建瓴，内涵深刻，构建“地球家园”的愿景从人
与自然的关系、经济与环保的关系、全球合作
三个维度，对人类要共建怎样的地球生命共
同体这个时代之问作出全面阐释。

“全球生物多样性近年迅速恶化，如果世
界各国不努力改变消费和生产方式，不更深
刻意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安全，
我们将面临全球性灾难。”埃及总统塞西说。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深刻诠释了 COP15
的主题，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指明了方向，也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集中体
现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中国生态环境部
部长黄润秋说。

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体现
了中国与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
治理、共同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坚定决心，彰
显了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参与者、贡
献者、引领者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强调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重要性。”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赞赏
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发挥的领导

作用，以及为推动相关领域多边合作所做的
努力。

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在视频讲
话中感谢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感谢中国召集和举办昆明大会并推
动相关议题的努力，呼吁各国团结一致，采取
务实行动，加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
环境治理。

共商大计：习近平主席提出开
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四个
倡议”

“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要携手同
行，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习近平主
席的讲话高瞻远瞩，围绕人类要怎样共建地
球生命共同体这个命题，提出四个倡议——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
关系”；

“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
展”；

“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

“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
治理体系”。

与会代表注意到，这四个倡议与习近平
主席 9月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一脉相承，进一
步描绘了未来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为国
际社会应对当前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
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倡议，是中国坚定
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智慧结晶，是对中国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拓展和深化。中国提出生
态文明、新发展理念和绿色转型，这是本着对
全人类负责的态度，从自身实践和传统智慧
中找到了更好的人类发展之路。

中国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
高吉喜说，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兼顾各方面的
公平正义，包括人与自然的公平、各个国家间
的公平、当代与后代的公平，对发展中国家尤
为重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
森多次呼吁“国际社会应调动各类资源支持
发展中国家保护生物多样性”。她表示：“中
国将经济增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给
世界提供了有益经验。”

共享文明：生态文明是人类文
明发展的历史趋势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特别提到云南大象的

北上及返回之旅，强调“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与会代表表示，十几头大象 17个月的奇
游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
深入人心和生态建设的显著成效。

“中国有尊重自然的传统，这种智慧从孔
子到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一以贯之。习近平主
席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出的生态文
明思想令人钦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代表夏泽翰认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
缔约方大会气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奈杰尔·
托平认为，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将在推动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保护的多边主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共襄盛举：从承诺到行动，共
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征程，习近
平主席提出令人瞩目的“中国行动”——

率先出资 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
多样性基金；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
N”政策体系……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中国领导人提出行
动精准“路线图”，为世界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中国领导人的倡议，在与会代表中产生
广泛共鸣。

多国元首也发出了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倡议，承诺行动。

为切实应对气候变化，2020年 9月，中国
提出“双碳”目标；今年 9月，中国宣布不再新
建境外煤电项目；在此次领导人峰会上，习近
平主席宣布“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
策体系”重大举措……

与会代表认为，中国宣布的一系列重大
举措，展现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魄力、智
慧和担当，提振全球信心。

“中国‘双碳’目标非常了不起，我们想见
证并且学习中国科技创新上的成功经验，这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关重要。”智利驻上海
总领事克劳迪奥·加里多说。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回望来路，不懈努力成就了中国特色生

物多样性保护之路；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与
国际社会携手并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美好愿景，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据新华社昆明10月 12日电 记者 熊争
艳 于文静 王琳琳 高敬 韩梁 伍岳 成欣
潘洁 胡璐）

新华社北京10月 13日电（记者 杨依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月 13日同德国总理默克
尔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回顾
近年中德、中欧关系发展并就相关问题深入
交换意见。

习近平积极评价默克尔任内为推动中德、
中欧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习近平指出，“人
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这
句话，既是对我们多年深入交往的很好诠释，
也是过去16年来中德关系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的重要经验。中国人重情重义，我们不会忘记
老朋友，中国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希望你继
续关心和支持中德、中欧关系发展。

习近平强调，我们多次就双边关系、重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治国理政经验等深入交流，
共同推动了双边关系向前发展，推动了中德
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中德本着互利合作精
神，发挥两国经济互补性，实现了共赢。中国
和德国自身发展得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

更大。这证明，国与国之间完全可以避免零
和博弈，实现互利共赢，这是中德关系应该牢
牢把握的主基调。明年是中德建交 50周年。
双方关系发展何去何从，保持正确方向至关
重要。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
中德关系，愿同德方保持高层交往，增进相互
了解和人民友谊，深挖传统领域合作潜力，积
极开拓能源转型、绿色和数字经济等务实合
作新领域，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

习近平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中欧双
方的共同心愿。中欧都主张维护多边主义，
都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都认为中
欧共同利益远大于矛盾分歧。当前全球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和推进世界经济复苏正处于关
键时期，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和不断
上升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中欧作为全球两
大重要力量，有责任加强合作，团结应对。双
方应该从更广阔维度看待中欧关系，客观全
面地相互认知，理性平和、建设性地处理差异

分歧。希望欧方坚持独立自主，真正维护欧
盟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团结，同中方和其他
各国一道，共同致力于解决和平与发展的世
纪难题。

默克尔表示，我对我们十多年来的每次
交往都记忆犹新。我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
诚深入交流，增进了相互理解，促进了德中关
系和欧中合作的良好发展。我任德国总理期
间，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国力今非昔比，并
且展现出巨大潜力。我一贯主张，欧盟应独
立自主地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双方可以就彼
此存在差异和分歧的问题加强对话交流，相
信欧中关系能够克服各种复杂因素继续发
展。德方赞赏中方为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
物多样性所作努力，愿同中方共同办好庆祝
德中建交 50周年活动，继续加强双边和多边
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将继续为促
进德中、欧中理解与合作作出积极努力。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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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英文单行本出版发行

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解读

习近平同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

□本报记者 石可欣

养老服务工作关系着千家万户。重阳节前
夕，记者实地走访，探寻各地养老服务的新探
索，解锁守护“夕阳红”的幸福密码。

10月11日，家住郑州市管城区平等街社区的
谢阿姨刚刚吃过早饭，就接到了平等街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智慧养老平台打来的视频电
话。工作人员详细了解谢阿姨的体温、血压、血糖
等指标，并询问今天是否需要上门提供相关服务。

社区工作人员王欣告诉记者，这样的视频
电话每天早晚各呼叫一次。这是中心工作人员
的一个日常场景，也是郑州市智慧养老应用场
景的一个缩影。

走进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大屏幕上，社区居民
年龄分布情况、独居老人情况、为老人服务情况等
信息一目了然。旁边，还展示着语音呼叫、水位探
测、防跌倒报警等多种居家养老智能服务设备。

“我们在老人家里的卫生间等重点空间安装
防跌倒装置，通过物联网技术对摔倒、滞留和长时
间无人移动等异常状态进行有效识别，不通过摄
像头监控，安全看护的同时，既保护了老人的隐
私，又提升了老人居家养老的安全感。”王欣说。

基于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建设的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可以借助大数据实现对老年人的看护和照
料，同时通过建立和管理老年人的动态健康电子
档案，与当地120急救平台合作，做到急救前移。

目前，郑州市多个社区正在试点探索居家智
慧养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市场化运作等方式，
依托社区养老中心建设，通过大数据帮忙，让老年
人的生活有“里儿”也有“面儿”。

“唱歌、跳舞、下棋、健身……每天和朋友们
一起到‘乐养居’休闲娱乐，大家有说有笑，心情
特别好。”今年 70岁的李阿姨告诉记者，在“乐
养居”里，她的退休生活多姿多彩。

走进“乐养居”老城区北大街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棋牌室、歌舞活动室、书画室一应俱全，中
心还有理疗设备，腰酸背痛等小毛病发作时，大
家会来这里做理疗按摩。

记者从洛阳市民政部门了解到，“乐养居”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是洛阳市为提升城镇社区养老设
施建设和服务水平、在城镇社区推行的一项民生
工程。通过统一名称标识、建设规范、服务内容、
功能布局、考核评定，高标准建设集生活服务、康
复娱乐、短期托养等功能于一体的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在家门口形成“一刻钟养老服务圈”。

“目前，我们全市已建成了 151 个‘乐养
居’，数以万计的老人在这里享受到助餐、助浴、
助洁、助医、巡护等贴心的服务。”市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到 2022 年，全市‘乐养居’将达
300个以上，实现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及养
老服务功能全覆盖，通过打造‘一刻钟养老服务
圈’，让老人幸福一刻不停。”

长期护理保险助力
给老人和子女“减负”

“母亲年纪大了，前年还摔伤了腰，生活不
能自理。我们姊妹几个轮流照顾，最小的妹妹
也60多岁了，大家都感到越来越吃力。”提起前
些年照顾母亲的日子，开封的马女士感慨道。

“小”老人照顾“老”老人，是当下很多家庭
的真实写照。家里一旦出现生活不能自理的老
人，人手立刻变得紧缺、经济压力增大、工作受
到影响，虽然尽全力照顾，但由于不专业，老人
生活质量不高。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因
年老体弱多病而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数量
不断增加，根据国家医保局、财政部 2020 年 9
月 10日下发的《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
点的指导意见》，开封市被确定为第二批全国长
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

开封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科科长何红煊
向记者介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指为长期失
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
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

在大量调研精算的基础上，开封市创新构
建了契合市情、多元筹资、规范认定、待遇合理、
社商合作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体系。参保人员
根据《开封市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项目清
单》，可享受32项基本生活照料类、10项医疗护
理类、1项服务设施类的服务。③5

让养老变成幸福的事
——各地养老新模式观察

改革兴豫

□本报记者 李倩 实习生 刘林曦

切菜、剁肉、和面、烧水……10月 10日早上
6点，新密市曲梁镇蒋坡村的党群服务中心里一
派忙碌景象。

“几十个人一大早开始张罗，就是为了让俺
村老人们开心嘛！”蒋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陈显亭边说边在大厅里布置桌椅。

为了这场重阳敬老宴，省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派驻蒋坡村第一书记陈波提前筹划联系，和
村干部们准备了近一个月。“去年第一次在村里
办重阳宴，老人们开心，年轻人也受教育，尊老
敬老的氛围浓了，村民凝聚力也更强了，今年就
打算接着办。”他说。

从前的蒋坡村是典型的基层组织“软弱涣
散”村，后来因为临近密杞大道，靠着交通优势
发展起来。陈波回忆，去年 3月他刚被派驻到
蒋坡村时，村里甚至连固定的党群服务中心都
没有，“压力很大”。

“抓党建、树正气、聚合力”成了他在蒋坡村
的首要任务。按照“四议两公开”工作程序，党
群服务中心建了起来，村“两委”班子这才有了
工作阵地。修路、招商、跑家串户、疏通调解，陈

波说：“解决了村民们的‘急难愁盼’问题，村子
发展的难题也就解决了。”

重阳宴这天，气温只有十多摄氏度，还下起
了淅沥的小雨，不过这没影响到老人们赴宴的热
情。不到上午9点，拄拐杖的、坐着轮椅的、骑三
轮车的、坐汽车的……老人们陆续赶来了。

在儿孙的搀扶下，全村270多位70岁以上的
老人盛装赴宴。他们面露喜悦，眼里还闪着光。

“大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在这儿还见到了过
去的老街坊！”陈凤莲老人笑着说。

戏曲表演开始了，台下老戏迷们看得专注、
听得入神。豫剧名家虎美玲说：“听说今天是给
老年人来唱戏，我愿意唱，他们过去都吃过苦，
现在要好好享受生活……”

除了看大戏，9月出生的 70岁以上老人还
过了个“集体生日”。切蛋糕时，83岁的赵兰香
双手捂着脸，忍不住哭了，一旁的赵白妮一脸笑
意看着她：“老妹子，大家给咱过生日呢，你咋哭
了？”原来，赵兰香的儿女常年在外打工，老人还
从没有在过生日时切回蛋糕。

“饺子味儿足吗？”“叔，够不够吃？”喷香的
饺子出锅了，浓浓的香味儿融化了蒋坡村人的
心，陈波的心里也暖融融的。③8

蒋坡村的重阳宴

2021年6月7日，在云南昆明市晋宁区夕阳彝族乡拍摄的野象（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10月12日，老人们在平顶山市卫东区东安路街道葡萄园社区老年助餐中心就餐。该社区建起1000
平方米的老年助餐中心，还设有休息室、健身室、棋牌室、图书室、舞蹈室等。⑨6 古国凡 罗通 摄

大数据帮忙
老年生活有“里儿”也有“面儿”郑州

“一刻钟养老服务圈”
让幸福一刻不停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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