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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 《关于解决形式
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

《通知》 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湖南长沙市的一位基层工作人员刘女士说，“很期
待基层减负的落实，大家坐会议室的时间少了，
实 地 落 实 的 时 间 就 多 了 。 毕 竟 坐 在 会 议 室 是

‘坐’不出实效的，只有贴近群众、切实行动才能
解决问题。”

轻装上阵 “减负”“松绑”

《通知》围绕为基层减负，从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加强思想教育、整治文山会海、改变督查
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现象、完善问责制度
和激励关怀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务实管用的举措。

为着力解决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的问题，《通
知》 划出了“硬杠杠”：确保发给县级以下的文
件、召开的会议减少30%－50%；中央印发的政策
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 10页；少开会、开短会，开
管用的会。

对此，云南省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黄
小军认为，评价干部工作，不在于总结写得好不
好、汇报得好不好，而在于是否真担当、干实
事、见实效。改进会风文风，党中央带头示范、

以上率下；基层也要做好探索试点，进一步树立
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的实干导向。

《通知》发布时正值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
纷纷表示，《通知》回应广大基层干部关切，措施
精准，温暖给力，有利于促进干部群体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释放更多干事创业的热情和
活力。

“千千万万的基层工作者对《通知》的印发鼓掌
叫好！”湖南省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国海感
慨地说，《通知》明确提出将 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
年”，给种种形式主义敲响警钟，将进一步激发广
大基层干部奋发有为、真抓实干的热情和信心。

各地落实 频出实招

近期，各地政府纷纷推出为基层减负的务实
举措，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未来的实施方案。

在北京，自北京市街道工作会议结束后，丰
台区立即开展区级部门社区填报表格清理规范工
作，把社区从填报各类表格中解放出来，更好地
聚焦主责主业。丰台区将区级部门要求社区填报
表格事项由79项精简为4项。

在湖南，常德市将工信局的全市工业经济工
作会议，与市发改委的推进项目建设工作会议、
市商务局的推进开放型经济工作会议“三会合

一”，会期半天；益阳市督查检查考核工作坚持加
强归口管理、实行计划管理、严格控制总量的原
则，确保 2019 年全市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同比减少
50%以上。

在河南，平顶山市出台了 《精简会议文件减
少督查活动十项措施》 等，严格控制会议和调研
的数量、规格、规模、时间。同时，严格执行发
文计划，确保年度发文数量只减不增。

在宁夏，自治区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将对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进行大排查，
着重从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上找根
源、抓整改。自治区体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将不再召开全区性体育工作会议，重点突出专
项工作，针对问题实质专项解决，更多地将解决
问题、谋划工作从会议室挪到工作一线，进一步
提升工作效率。

“在基层工作确实比较辛苦，需要有更多时间
和精力为民办实事。”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一位基
层工作人员说，随着群众维权意识越来越强，很
多工作的开展面临着时效性的问题。“面对群众急
需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做到部门之间清晰畅
通，及时给群众反馈。”因此，这位工作人员认
为，今年提出“基层减负”，将有助于把干部从文
山会海和过多过频的督查检查中解脱出来，腾出
更多的时间干工作。

基层减负 各地狠抓落实
叶晓楠 田春雨 刘山山

近日，江苏泰州兴化千垛菜花风景区的油菜花进入盛花期，形成“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的壮观景色，在景区游览，游人可体验“人在
画中游”的美感。图为游客在景区乘船游览。 汤德宏 周社根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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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30日电（记者郑
娜）“世界因你而美丽——2018-2019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30日晚在北京
举行。延续历届评选规则，本届盛
典现场颁发出“影响世界华人终身
成就奖”以及“影响世界华人大
奖”。数学家丘成桐与艺术家韩美林
获得终身成就奖。嫦娥四号任务研
制团队、北斗三号任务研制团队斩
获科学研究领域大奖。2019澳大利
亚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冠军、中国
著名网球运动员张帅，登山家、登
顶珠峰年龄最大的残疾人、劳伦斯

世界体育奖获得者夏伯渝获得体育
竞技领域大奖。在第69届柏林电影
节上斩获多个奖项的电影 《地久天
长》 的导演王小帅、演员王景春、
演员咏梅被授予文化艺术领域大
奖。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
冠军梁智滨摘得“希望之星”大奖。

“世界因你而美丽——2018-2019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凤凰卫视及
凤凰网发起，中国新闻社及世界华
文媒体集团联合发起，携手20余家
海内外最富影响力的华语媒体共同
主办。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举行

本报北京3月31日电（记者严
冰、贺勇）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国航） 第三架世园
会主题彩绘飞机A350-900“多彩世
园号”北京—伦敦首航仪式今天下
午 在 京 举 行 。 这 是 继 2018 年
B737-800”多彩世园号”、“花开盛
世号”成功首航北京—重庆、北
京—昆明之后，国航世园会主题彩
绘飞机首次执飞伦敦航线。在世园
会倒计时30天之际，A350“多彩世
园号”开启伦敦之旅，继续传递

“建设绿色家园的共同梦想”。
国航市场部副总经理王捷表

示，作为2019年北京世园会的全球
合作伙伴和航空类唯一赞助商，国
航共喷涂了 3 架世园主题彩绘飞
机，宣传推广2019北京世园会。此
次 A350“多彩世园号”的伦敦首
航，展示了国航持续为国家绿色生
态事业贡献力量的态度，也是为即
将开幕的北京世园会加紧宣传预
热，向全球更多地区和更多人传递
绿色梦想。

世园会主题彩绘飞机首航伦敦

本报电（记者陈劲松） 王忆诗
集 《在静寂里逆生长》 3 月 29 日在
江苏南京书展成功首发。本次活动
由中国残联宣文部、中国残疾人事
业新闻宣传促进会、江苏人民出版
社、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
司、现代快报主办。

发布会上，王忆与她的搭档
朗诵了她的新诗—— 《逆生长》。
去年 10 月，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

曾写信给王忆，盛赞王忆是“不
倒的生命之树”。这本诗集是王忆
成长道路、创作道路上心路历程
的结晶。

王忆，1989 年出生，当代青年
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

“江苏好青年”“南京自强模范”等
称号。王忆自出生就患小脑偏瘫，
无法行走，但她用一根手指在电脑
上敲出大量诗歌与散文。

本报北京3月30日电（记者严
冰） 今天上午，2019 年共和国部长
义务植树活动在北京市朝阳区孙河
乡沙子营村地块举行。来自中共中
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和
北京市的 181 名部级领导干部参加
了义务植树活动。

部长们集体乘车来到植树地点
后，一下车就拿起铁锹投入到植树
劳动中，自动结成劳动小组，相互
配合着扶正树苗、回填泥土、围堰
浇水，共同栽下油松、银杏、国

槐、玉兰、海棠等树木2000余株。
由全国绿化委员会、中共中央

直属机关绿化委员会、中央国家机
关绿化委员会、首都绿化委员会联
合举办的共和国部长义务植树活
动，自2002年起连年开展，至今已
经是第18次。今年共和国部长义务
植树活动的主题是“绿化神州大
地，建设美丽中国”。18 年来，共
和国部长义务植树活动累计有部级
干部 3101 人次参加，共栽下树木
36180多株。

据新华社开罗3月30日电 （记者郑思远、刘子衿） 2019“丝路心语”
说汉语讲故事比赛30日在埃及开罗中国文化中心举行，来自开罗大学、苏
伊士运河大学、艾因夏姆斯大学等14所高校中文系以及孔子学院、孔子学
堂的20组选手参加了比赛，约400人到场观摩。

选手们围绕“我的中国故事”这一主题，运用古装、小提琴等道具，将
演讲与舞台表演结合，生动再现了“赵孝争死”“张骞出使西域”等中国传
统文化故事，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自己的中文学习经历。

经过近 4 小时的激烈比拼，开罗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穆斯塔法·穆
罕默德荣获一等奖。穆斯塔法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我感到非常兴奋，
我为比赛准备了很久。我父亲为我学习中文付出了许多，我将以此来回
馈他。”

“丝路心语”比赛开罗举行

共和国部长义务植树活动举行

澳大利亚扬镇举办“中国节”

王忆诗集《在静寂里逆生长》首发

翰墨丹青壮军魂

3月 29日，由中国爱国拥军促进会、四川省双拥办、眉山市委市
政府主办的“翰墨丹青壮军魂——全国著名书画家和优秀青年歌手拥
军行”活动在四川眉山举行。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张一琪摄

江苏兴化：千垛花海画中游

新华社里斯本3月31日电 （记者章亚东） 为庆祝中葡两国建交 40 周
年，中国中央芭蕾舞团30日晚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卡蒙斯剧院献上一场
精彩演出，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当晚的演出剧目包括古典芭蕾 《吉赛尔》 第二幕、交响芭蕾 《黄河》
以及大师名作 《卡门》 等。剧院里座无虚席，两个多小时的演出结束后，
全场观众起立为演员们的精彩表演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葡萄牙最高行政法院院长维托尔·戈梅斯、葡文化国务秘书安热拉·费
雷拉等观看了演出。

作为庆祝中葡建交40周年和2019年中葡文化节的重要活动，此次中央
芭蕾舞团在里斯本和葡第二大城市波尔图共演出3场。首场演出27日在波
尔图举行，第三场于31日在里斯本举行。

中央芭蕾舞团在葡演出中央芭蕾舞团在葡演出

象征着植物根系的褐色钢管将四方形建筑
物整体包围，将原本隐藏于地下的植物生命力
直观呈现给参观者，这就是北京世园会主场馆
之一的植物馆，也是唯一一个以展示热带植物
为主的场馆。

远远望去，植物馆拔地而起，屋顶寓意着土
壤，外立面长短不一的钢管象征着为植物提供养
分的根系，充分阐释了“升起的地平线”设计理
念。人们走进这座建筑，就仿佛走入地表之下，
探寻植物根系古老而神秘的智慧。

植物馆总建筑师王辉介绍，植物馆的主题为
“植物，不可思议的智慧”，想借此让大家意识
到，植物能成为我们的老师，“我们将用全新的视
角吸引观众探索不可思议的植物智慧，唤醒人们

重新思考人类文明与地球生态如何共赢”。
植物馆的一大特色就是将生长在热带和亚热

带海滩上的红树林搬进了北方的温室。“红树林作
为近海唯一的木本植物群落，能够适应潮间带土
壤缺氧、含盐量高以及潮水冲刷等艰难且特殊的
生存环境，根、茎、叶和种子都演化出了各种各
样适应环境的机制，在一般植物难以生长的滩涂
上成林。同时红树林又能够回馈塑造它生长的环
境，使潮间带成为更多植物理想的生活环境。”红
树林基金会理事孙莉莉说。

植物馆生动再现了红树林适应海潮涨落演化
出的胎生、支柱根、泌盐等特征，展示出红树林
的生存智慧和作为海岸卫士、地球之肺的生态功
能。除了红树林，植物馆还种植有 1000 种珍稀

植物，分为 5 大展区，分别是“逆境求生区”
“植物大战区”“万里长征区”“亿年足迹区”
“变身大法区”。食虫、绞杀、老茎生花等难得
一见的植物现象，向参观者充分展示了“植物的
智慧”。

除拥有大量活植物外，在二层多功能厅“X空
间”中，植物馆与英国邱园植物园联手举办中国
植物科学画展，精选上百幅邱园馆藏的植物猎人
手绘的中国植物，讲述人与植物的故事。

为吸引更多家庭游客和年轻人，植物馆主打
“智慧”和“时尚”概念。用手机扫一扫，就知道
眼前的植物是什么品种。同时，植物馆也是一个
时尚的场馆，世园会期间将围绕植物主题举办文
化、音乐、艺术、设计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北京世园会植物馆——

红树林搬进北方温室
本报记者 贺 勇

一年一度的澳大利亚扬镇“中国节”3月 30日举行。虽然天气寒
冷，当地居民依然在寒风中饶有兴趣地观看中国传统节目，感受多元
文化的魅力。图为演员在表演舞狮。 潘翔越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