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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版
收入习近平同志重要文稿85篇，约32万字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中共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 《论坚

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已由中

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以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

同志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

体学习时讲话的要点《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为开

卷篇， 以2018年6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

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要点《坚持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

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为收卷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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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32万字。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同志站在人

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 正确把握国际形势

的深刻变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

代潮流，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如何建设这个世界” 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

重大课题， 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

景、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现途径等重大问

题进行深刻阐述， 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

论与实践创新，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

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体现了中国致

力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崇高

目标， 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

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

的重要内容，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

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

利观，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

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具有

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篇目介绍
荩 刊第二版

四河汇通“四叶草” 水清岸绿迎盛会
上海水务部门加强治理虹桥商务区86平方公里内300条段、248公里河道

眼前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亮丽 、

恢弘、大气、时尚，国际范儿十足，正静候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 它的四

周，小涞港、徐泾港、东向阳河和蟠龙港，

四河汇通，清澈可鉴，岸绿景靓，连成一根

温柔美丽的项链，为“四叶草”润色不少。

未来，这些河道将通过自身生态系统和外

力辅助的持续净化，实现水清岸绿、鸥鹭

纷飞、鱼翔浅底的长效好生态。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进口博览会期间

的优美水环境，全市重点治理的65条段河

道的污染源治理、水质提升、景观提升等

综合整治工作已收官；本月，将重点完善、

维护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周边河道岸边

绿化，持续清洗核心区雨污水管道，促进

河道水质循环运行等，为盛会提供最高标

准水环境。

聚焦核心区26条段共
25公里河道综合环境治理

毗邻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 的小涞

港是青浦区和闵行区的一条界河。 曾经，

这里也有过一段 “黑历史”： 岸边违建无

数， 人口密集； 河道水质黑臭 ， 淤积严

重； 周边居民掩鼻避之， 苦不堪言 。 现

如今， 记者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 以

北500米处的小涞港段看到 ， 河水清爽 ，

能见度在1米以上； 岸边绿化整洁错落 ，

河面波光粼粼， 偶有白鹭掠过 ， 怡然嬉

戏于水面和岸边 ， 自由翱翔 ； 河中间 ，

一座可调节水位高低和水流速度的溢流

堰， 形成 “水中瀑布” 的小景 ， 增加水

体流动性和含氧量。

青浦区水务局副局长王维维介绍，从

去年开始，结合本市中小河道除黑臭水环

境综合治理， 水务部门用了大半年时间，

联合多方，聚焦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周边

26条段共25公里河道综合环境治理，全力

保障进口博览会。

“以小涞港为例 ， 首先抽干河水 ，

整体疏浚， 修复河底土壤 ， 种植水生植

物， 投放食藻虫等有益生物 ， 补种沿岸

绿化， 截断岸上污染源。” 王维维介绍 ，

“以前， 这些河道的水几乎不流动， 水质

和排污能力都很不理想。 我们利用已有

的两个泵站增加河水动力和流速 ， 并新

建了三座装配式景观溢流堰和三座挡水

坝， 控制水流速度、 水质以及水位 ， 全

面激活水体 ， 营造小瀑布的跌水效果 ，

还以不同水位来柔化、 装饰岸线形状 。”

他透露， 这套调节系统也为暴雨等特殊

情况下的防汛安全提供更多保障。

水中的问题根源多数在岸上 。 为了

消除河道污染源， 整治之初 ， 青浦区水

务局工作人员联合多个相关部门 ， 挨家

挨户走访居民区和沿岸企事业单位 ， 排

摸周边市政雨污水管道， 拉网式检查雨

污水混接点和破损处， 帮助居民和企业

改造污水排放管， 从源头上减少流入河

道的污染物。

“中西医结合 ”实现河
道环境长效治理

经过一年多集中整治，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周边河道均已脱了黑臭的帽子，蜕

变成能见度达1米以上的四类水景观河

道。那么，如何长期维持这一效果？

负责青浦区河道治理的水利技术专

家丁瑞博士介绍，雨水及上游来水流入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周边河道前，会在北蟠

龙港和东向阳两处泵闸进行原位水质净

化， 集中处理形成清水水源后再开闸放

水。此外，在疏浚河道时，技术人员已在河

底种植矮苦草、菊花草等水生植物，并投

放食藻虫等有益生物，精心打造“水下森

林”，营造完整的生物链体系。

茛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记者 李静

本月，有关部门将重点完善、维护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周边河道岸边绿化，为盛会提供最高标准水环境。图为虹桥商务区通往

“四叶草”的二层步廊，廊下流水清澈可鉴。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家校共育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家长不为孩子批改作业被老师在家长群点名批评，争论背后折射出各方焦虑

近日，网曝江西吉安几名家长因未批改

作业被老师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老师质问

家长：“昨天晚上赚了几百万？”“你这样将来

孩子和你一样可悲！”截屏被发至朋友圈，引

发热议。爆料人反问道：“你们的所作所为对

得起你的三尺讲台吗？”

这已经不是家长和老师之间第一次因

为家长是否该批改作业而引发争议了。 甚

至今年早些时候， 一些省市教育主管部门

因此发文， 严禁老师要求家长批改孩子的

作业。 一份作业的争论背后折射的是家长

和老师的焦虑， 不少校长和教育界专家学

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 这些焦虑导致

了本该和谐的家校共育变了形。

批改作业究竟是谁之责

“批改作业是老师分内之事”———一直

以来家长和学生对于作业的传统印象，如今

竟然被打破了。家长，也成了评判作业对错

的主力军之一。

家住杨浦区的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刘

虹（化名）告诉记者，孩子每天的家庭作业，

她都要检查， 发现错误还会让孩子订正，确

保作业正确率， 有时候甚至要动用答题软

件。“这其实是默认的规则。” 刘虹说，“班主

任常常在群里提醒，交上来的作业全班只有

四人全对，其实就是暗示家长要对孩子作业

的对错负责。”

青浦区一所民办初中预备年级学生家

长何女士原先认为， 完成作业是孩子的事，

批改作业是老师的事， 却被老师找去谈话，

委婉提示： “孩子做作业， 你也要帮帮他，

负点责任。” 千奇百怪的家庭作业， 逢年过

节各种手工， 让本来头上就顶着 “N座大

山” 的家长苦不堪言， 万万没想到， 现在

连作业也要家长批改了！ 静安区一名初中

家长愤慨道： “现在的老师都是 ‘甩手掌

柜’， 批改作业都要家长来做， 还要老师做

什么？！”

记者了解到 ， 即便对作业意见重重 ，

却鲜有家长敢于直率表达。 “孩子还要在

班级里学习， 直接表达对老师的不满， 孩

子以后还有好果子吃吗？” 一名小学家长的

顾虑， 代表了绝大多数家长 “敢怒不敢言”

的心声。 “通常情况下， 家长们会在没有

班主任老师的家长群里互相吐个槽， 抱团

取暖 。” 浦东新区一所民办中学家长苗苗

（化名） 摇摇头笑言， “深更半夜陪孩子做

作业， 就在群里发个声。 如果有很多家长

一起回应， 我也就放心了。”

作业成为家长的“安慰剂”，

老师进退两难
“作业多了老师来不及改， 让家长帮

助改， 把错题列出来， 方便老师看， 常常

会被投诉。 但是作业少吧， 家长又会投诉。

我们老师也太难了！” 某知名中学的老师在

接受采访时忍不住吐槽。 茛 下转第三版

■ 不少学者直言，家校之间不应该是简单分工的关系，而应该是有
机合作的关系。因为家校教育的主体都是孩子，家长和老师之间更应提
高家校共育效率。教育本身不仅是知识结构的搭建，也是学习能力的培
养，家长有监督的义务，对于孩子做作业，相比关心对错，更应该关注的
是孩子完成作业的过程

■本报记者 姜澎 张鹏

不断扩大上海人才“蓄水池”
2018世界著名企业青年人才发展

高峰论坛举行 尹弘致辞

本报讯 （记者汪荔诚） 2018 世界著名企业青年人才发展

高峰论坛昨天举行。 市委副书记尹弘出席并致辞。

尹弘说， 青年最有朝气、 最富梦想， 青年人在哪里， 活

力、 潜力和创造力就在哪里。 茛 下转第四版

法兰克福书展昨闭幕，近20国
书商青睐麦家小说《风声》

中国类型小说正成
海外版权市场新宠

荩 均刊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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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宣部、 文化和旅游部共同主办

的 2018 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日前

在北京落下帷幕。 过去活跃在田间地头

的基层剧团、 稀有剧种在北京的集结，

刷新了地方戏艺术的文化标识度。 而值

得注意的是， 参与演出的 32 台大戏中

有 26 台现代戏， 超过八成。 其中， 一

批聚焦反腐、 国宝守护、 改革开放社会

变迁等现实题材的创作， 不仅用真人真

事感染着观众， 同样也引发业界对小剧

种在现实题材创作上的思考。

“接通地气”才能“弘扬正气”。业界

认为， 小剧种不仅要传承好剧种的本体

艺术，与本土观众血肉相连，同样也要与

时代同行， 把剧种艺术中具有当代价值

的加以发展和深化。 只有用当代普通百

姓喜闻乐见的艺术表达， 才能唱进观众

心里，弘扬社会正气。

现实题材有了扑面而来
的泥土芬芳

河北的北路梆子 、 黑龙江的龙江

剧 、 广西的彩调剧 、 重庆的梁山灯

戏……会演中出现的小剧种 ， 不必说

是观众没听过， 就连不少业界专家也是

头一次观摩。 近些年， 随着国家一系列

利好政策与当地政府的扶植， 一些扎根

农村基层的稀有剧种院团主体力量被充

分激活， 为当地百姓创作出一批现实题

材新作。

茂腔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很多人连

剧种名字都很陌生，可提到作家莫言的家

乡山东高密，不少观众从《红高粱》等作品

中窥知一二。作为活跃于诸城、高密等山

东半岛地区的小剧种， 茂腔其实已有200

多年的历史。高密百姓流传着：“茂腔一唱

饼子贴到锅台上，锄头锄到庄稼上，花针

扎到指头上”， 足见剧种与老百姓生活联

系之紧密。

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感染力与生命力

的剧种， 在表现反腐题材时呈现出不一

样的情感视角。 诸城舜龙艺术团排演的

茂腔 《失却的银婚》 中， “姐儿房中啊

绣呀就荷得儿包拉哈伊， 手拿着那钢针

儿轻声描儿描……” 腐败官员前妻吟唱

山东民谣 《绣荷包》 的段落给北京社科

院副研究员景俊美留下深刻印象 。 把

“乡音” 融入故事， 规避了高高在上的

说教感， 充满生活气息。

此次会演的开幕戏婺剧 《鸡毛飞上天》 则选择了义乌人再熟

悉不过的 “鸡毛换糖” 故事， 以一位义乌商人的成长历程， 折射

出改革开放数十年间社会变迁带给普通人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

难得的是， 剧目回归 “情义” 二字， 展现义乌商人在变革中谋求

发展不忘道德情义的坚守。

现实题材也成了小剧种刷新认知的突破口

小剧种为现实题材带来新的视角与乡土风韵的同时， 现实题

材创作也成为一些剧种的突破口。

江苏省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选择把现实题材的《国鼎魂》

作为建团伊始的第一部戏，此次进京参与会演前已演出20多场。之

所以选择现实题材作为“开台大戏”，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主

任王芳表示，就是希望在苏剧“冷落”多时后，用当代平凡女性用尽

一生守护国宝这样的感人故事，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苏剧

不仅能演传统戏，也能演现代戏，演出发生在当代、平凡而伟大的

真实故事。 茛 下转第四版

■ “接通地气”才能“弘扬正
气”。业界认为，小剧种不仅要传承
好剧种的本体艺术， 与本土观众
血肉相连，同样也要与时代同行，

把剧种艺术中具有当代价值的加
以发展和深化。 只有用当代普通
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表达， 才能
唱进观众心里，弘扬社会正气

■本报记者 黄启哲

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
中办印发《意见》并发通知要求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本报讯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

设工作的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新华社昨播发《意见》全文。

《意见 》 提出 ， 党的十八大以

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切

实加强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

导， 完善政协党的领导体制， 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 开创了政协工

作新局面。

《意见》 强调， 加强新时代人民

政协党的建设， 对于更好坚持人民政

协这一制度安排，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这一新型政党制度， 巩固和发展最广

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坚持和巩固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长期执政地位 ，

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意见》 指出， 要切实担负起实

现党对人民政协领导的政治责任 ， 坚

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 推进人民政协党的组

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 驰而不息改

进作风， 坚持用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 加强对新时代人民政协党

的建设工作的领导。

荩 《意见》全文见文汇网www.wh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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