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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夏时节，万物并秀。中国北京迎
来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各方宾朋。

“元代的青花瓶保存下来非常少，
这件藏品可以说是陶瓷中的熊猫。”面
对来自“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
的精美文物，习近平主席信手拈来的幽
默妙喻，给远道而来的外国领导人留下
深刻印象。

灿若星辰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文明
的金色名片。

不论是元首会晤，还是出访外交，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各种场
合生动讲述文化瑰宝背后的中国故事。

他选择在近600年岁月沧桑的紫
禁城里接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古城西
安和印度总理莫迪追溯中印古代文化
交流；

他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开幕式上，以千年“鎏金铜蚕”为佐
证，讲述祖先2000多年前开辟古丝绸之
路，打开中外友好交往新窗口的壮举；

……

如数家珍，用心良苦。金色名片，
闪耀世界。

2018年末，柬埔寨暹粒。3位中国
文物保护专家从柬埔寨文化与艺术大
臣彭萨格娜手中，接过柬埔寨王国骑士
勋章。

从周萨神庙到茶胶寺，再到吴哥古
迹中最核心的王宫遗址，中国专家的专
业与敬业折服世人。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
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红海之滨，中国和沙特考古人员共
同努力，逐渐揭开了塞林港的历史面
纱，唤醒了一段湮没的丝路记忆。

美国纽约，“秦汉文明”大型展览掀
起热潮，全球艺术爱好者共享一场中国
古代文明的视觉盛宴。

今日之中国，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
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
献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物保护机
构在柬埔寨等“一带一路”沿线6个国家

开展11项历史古迹保护修复合作；近30
家中国考古专业机构赴沙特等22个国
家实施32项联合考古工作；中国与美国
等22个国家签署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境
政府间协议，与法国等20余国文化遗产
主管部门签署近30项合作文件；全国博
物馆举办出入境展览近500个，不少出
境展览引起热烈反响……

当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旖旎风光令
人流连忘返，当巧夺天工的珍贵文物让
金发碧眼的观众连连惊叹，当世代传承
的古老技艺征服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
亿万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认同、自信与
骄傲，正化为对国家更深沉的热爱，对
实现民族复兴更持久的力量。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
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
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2018年新年伊始，一档名为《如果
国宝会说话》的纪录片在朋友圈刷屏。
伴着“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
意查收”的开场白，“高冷”的文物在普

通人眼中变得可亲可爱。
当中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遗产保护事业正在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新的生
机活力。

观众数量“井喷式”增长，博物馆
“打卡”日益成为公众休闲娱乐的重要
方式。

故宫的朝珠耳机、国家博物馆的棒
棒糖礼盒、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信
笺……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渐入佳境。

非遗活动进校园、非遗知识进教材、
非遗传承人上讲台，人人传承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正在形成。

……
承载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

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
多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
传承不绝的宝贵遗产唤起中华民族的
壮志豪情，在迈向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凝
心聚力、昂首阔步！

（据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历史长河奔流不止，灿烂的中华文明独树一帜；5000多年生生不息，古老的中华民族屹立世界东方。
从文化遗产的传承，到自然遗产的保护；从加强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到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从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的战略高度关心和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全面部署。
跨越时空，璀璨的文明之光点燃亿万中华儿女内心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照亮民族的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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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光照亮复兴之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纪实

端午小长假，山东枣庄台儿庄游人
如织，徜徉在大运河畔。

这条贯穿南北5大水系、流经8个省
市的人工河道，一度面临挤埋填占、生态
污染等诸多困扰。有着2500多年历史
的大运河如何更有尊严、更加光彩地

“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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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遗产档案和监测系统，完成大运
河文化带文物保护利用专题研究报告，印
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
要》……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导下，中
央和地方整体规划、有序推进，一条“文
化玉带”串联起沿岸无数物质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能量。

思想高屋建瓴，情怀深厚绵长。
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

平同志为《福州古厝》一书作序时指出：
“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
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

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城镇化加速

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
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
天的事业。

初夏时节，河北雄安新区容城县晾
马台乡南阳村的南阳遗址发掘现场一
派繁忙景象。这座遗址，是雄安新区内
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遗址类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
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
史文脉”的要求，河北雄安新区联合考
古队已完成了雄安新区全域范围内的
文物调查和起步区约100平方公里内
50处古遗址古墓葬的考古勘察试掘。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
强管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秉持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强化

“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统筹
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

对河北正定古城保护，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秉持正确的古城保护理念，即
切实保护好其历史文化价值”。

对筹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
念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修旧如旧，
保留原貌，防止建设性破坏”。

辽宁阜新“万人坑”遗址遭破坏、明
十三陵思陵石五供烛台被盗，习近平总
书记作出大段重要指示批示……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
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
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
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宝贵遗产的保护
与传承，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重若千钧。

在北京市考察，总书记指出，历史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
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来到西安博物院，总书记关心的第
一个问题就是小雁塔的保护，专门叮嘱
古建保护要秉持“修旧如旧”的原则。

来到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
镇古生村，总书记指出，新农村建设一

定要“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
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置身广州市荔湾区西关历史文化
街区永庆坊，总书记走进粤剧艺术博物
馆，勉励票友把粤剧传承好发扬好。

习近平总书记坚信：“一个民族的
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
的精神力量。”

他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
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

他踏遍西柏坡、延安、井冈山等革
命圣地，留下不忘初心的红色足迹。

2017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江苏徐州市潘安湖街道马庄村，走
进村里的香包制作室。拿起年逾八旬的
王秀英制作的中药香包，总书记自己花
钱买下一个，笑着说“我也要捧捧场”。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
和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谋划，更是公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期盼。遵循习近平
总书记的指引，新时代文化和自然遗产
保护工作不断释放蕴含的巨大能量。

“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要
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理念，健全长
效机制，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
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
去。”2017年7月，鼓浪屿获准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作
出重要指示。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鼓浪屿的变迁，正是新时代遗产保护工
作改革创新的生动写照。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
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会议指出，加强
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对于我国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可可西里所在的三江源，拥有青
藏高原上最密集的湖泊，是长江、黄河
和澜沧江的源头，被形象地誉为“中华
水塔”。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通过视频

连线，详细询问三江源的生态资源管
护工作。

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公益岗
位“一户一岗”模式逐步推开，当地1.7
万牧民加入生态管护队伍，自然遗产地
的人们从此端上了“生态碗”，吃上了

“绿色饭”。
党的十八大以来，架构更加清晰、

责任更加明确的制度建设，正在为文化
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保驾护航。

——这是对丰厚“家底”的全面摸
排。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顺利
完成，10815万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
的“家底”得以摸清，有效提升全国文物
基础数据的全面性、准确性。

——这是对文物犯罪的雷霆亮
剑。2017年以来，公安部、国家文物局
持续联合部署开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
行动，取得重要战果。破获文物犯罪案
件157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590名，
追缴文物逾万件。

——这是对文明根脉的孜孜探

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资料实
证了中华大地5000多年文明，以及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
断”的总体特征。悠久的文明传承，自
此不再仅仅是史书中泛黄的记忆。

——这是迎文物“回家”的动人故
事。通过执法合作、外交斡旋、司法诉
讼、谈判协商等多种方式，中国成功从
英国、美国、法国、丹麦、加拿大、澳大利
亚等国追回5000余件流失文物，并对
历史上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这个世界
难题进行了创新性求解。

——这是对传统工艺的传承振兴。
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联合实施“中国非
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截至
2018年底，参与院校达118所，培训学员
2.7万人次，全国参与人群达9.5万人次。

从保护一栋楼到珍视一个岛，从建
设一座城市到引领一个国家，从传承一
项技艺到普及一种素养……习近平总
书记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初心不渝，对宝
贵遗产的重视一如既往。

从大运河到鼓浪屿，从可可西里到
梵净山……承载着中华民族历史记忆
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瑰宝，愈发光彩夺
目。迄今，中国已拥有53项世界遗产，
居世界第二；40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
居世界榜首。

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而成江海。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和自然遗产

保护工作的四梁八柱不断完善——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
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关于实施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
年）的意见》要求充分发挥革命文物在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重要
作用；《长城保护总体规划》明确长城保
护维修应坚持原状保护……

凝聚各方智慧与力量，我国文化和
自然遗产保护工作的内涵日渐丰富，活
力不断迸发，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多措并举
活力迸发

——走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壮阔征程中，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身体力行、率
先垂范，为我国文化
和自然遗产保护工
作提供不竭动力

高瞻远瞩
谋篇布局

——本着对国
家、民族、子孙后代
负责的态度，习近平
总书记以高度的历
史自觉和文化自信，
为我国文化和自然
遗产保护工作指明
方向

金色名片
熠熠生辉

——面向世界、
着眼未来，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我国文化和自然遗
产保护事业前景广
阔，文化自信在亿万
中华儿女心中不断
升腾

于人谈“契约”
于己忙“弃约”
——看清美国某些政客“合则用、
不合则弃”的真面目
■ 钟声

于人谈“契约”，于己忙“弃约”，这就是当前美
国一些政客在世人眼中的形象。这些人口头上将
所谓契约精神奉为圭臬，孰不知高高在上、颐指气
使的行为举止同真正的契约精神格格不入，挖了
一个个“弃约陷阱”的同时，他们也在撕下自己脸
上的假面具。

指责别人缺乏契约精神、要求别人尊重契约，
这是美方的一贯做法。去年，美国通过发布多份
报告，指责中国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并将此
作为对中国实施单边贸易措施的理由。上个月美
方还声称，美国和中国实际上已经有一份协议，但
中方破坏了协议。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关于
前者，中方去年6月发布《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
白皮书，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正告：中国切实履行了
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关于后者，中方近日发布《关
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全面系统还
原真相：中美经贸磋商经历了几次波折，每次波折
都源于美国的违背共识、出尔反尔、不讲诚信。

世贸组织规则是在各方共识基础上形成的契
约，各方都应自觉依据相关规定行事。美方则不
然，强行将国内法凌驾于世贸组织规则之上，单方
面挑起与多国的贸易争端，肆意践踏多边贸易体
制。作为世贸组织成员，美方还公开表示，“不允
许”世贸组织的上诉机构和争议解决机制让美国
也接受约束，甚至威胁退出世贸组织。如此赤裸
裸威胁，哪里有半点契约精神？！

事实表明，美国是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最大的
破坏者。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签署国家有190多
个，美国退出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经过联合
国安理会核可，美国退出了。还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美国也都退
出了。美方对国际规则和机构“合则用、不合则
弃”的真实面目，国际社会早已看得清清楚楚。

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
是现代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撑。遵守规则、信守契
约使得个人、群体和国家可以形成广泛合作，是人
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特征。美方肆意弃约，把
国际规则玩弄于股掌之间，损耗的是自己的信用，
破坏的是世界的秩序。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美方
在同中方的经贸磋商中如此出尔反尔，不可能取
信于其他正在同其谈判的贸易伙伴。

美国一些政客嘴上念的契约精神，不过是他
们攻击别人的利器、装点门面的点缀。为了一己
私利，他们毫无顾忌地干着背信弃义的勾当，有时
候连遮羞布都顾不得围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
久前就大言不惭地叫喊：“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
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
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在美国一些政客心
里，只有唯利是图的“宝典”，找不到容纳契约精神
的丝毫空间。

“看看美方的出尔反尔、不守契约的决定，让
人不免会想：有这样的朋友，谁还需要敌人？”一年
前，面对美方在国际社会中的破坏行径，欧洲理事
会主席图斯克曾如此叹道。不管是什么人，不论
是哪个国家，丧失契约精神，迟早有一天会品味出

“德孤者必无邻”的苦涩滋味。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记者赵文君）针对
宁波特壹食品有限公司、青岛金大洋乳业有限公
司宣称生产的“配方粉”能解决婴幼儿过敏等问
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违法违规行为通
报，要求属地市场监管部门速查严处。目前依法
查扣了相关配方粉产品、包装材料，责令企业停止
生产并召回产品。

据调查，宁波特壹食品有限公司和青岛金大
洋乳业有限公司未取得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
册和生产许可。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等法律
法规，宁波市市场监管局杭州湾分局和青岛市黄
岛区市场监管局分别对上述两家企业做出查处，
出具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企业立即停止发布涉
嫌虚假宣传的信息，停产整改并立即召回相关产
品，并依法立案调查。市场监管部门对查封扣押
的配方粉产品进行了抽样检验。经检验，除产品
标签外，其他项目符合产品标签明示标准要求。

据介绍，针对企业名称中含有“生物”“医药”
“科技”“保健”“高新技术”等字样的，获得饮料、糖
果制品、代用茶、其他食品等生产许可的，产品易
误导消费者与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
方食品、保健食品等混淆的普通食品生产企业，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督促相关省份市场监管部门进
一步加强监督管理。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查处
“配方粉”产品违法违规行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