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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由致公党南京市委会主办的“丝路之旅·文化同行”活动在
南京举办。来自“一带一路”沿线35个国家的40所院校的100多位代表参
加。图为参观者在观看南京剪纸等中国传统手工艺展示。 王 欣摄

“丝路之旅·文化同行”南京举办“丝路之旅·文化同行”南京举办

15 日傍晚，巴黎圣母院的塔尖
轰然倒塌在熊熊烈火之中。大批法国
民众站在塞纳河对岸目睹了此情此
景，有人表情凝重，有人泪流满面。

法国消防部门 16 日宣布，当天
上午10时，大火已经“全部扑灭”。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
文物古迹和世界遗产之一，堪称法国
文化地标。这场大火在令法国心痛不
已的同时，也为全世界敲响了文物保
护的警钟。

【新闻事实】

巴黎圣母院这场大火在 15 日 18
时左右被发现。随后数小时内，大约
500名消防队员动用数十辆消防车及大量灭火设备
救火。

火灾发生时，巴黎圣母院正处于维修施工之
中。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介绍说，由于维修施
工，巴黎圣母院内部分艺术品早就被转移走，得
以躲过此劫。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总理菲利普事发后赶到现
场。马克龙表示，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整个国
家都感到心情沉痛”。他说，重建巴黎圣母院是法
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巴黎检察机关 15 日晚说，正着手调查这场大
火的原因。多名警方消息人士说，初步推断火灾
是意外事故。

【深度分析】

巴黎圣母院这场大火为何破坏力度如此之大？
专家认为，年久失修与木质结构屋架是导致

火势蔓延的重要原因。
不少法国名胜古迹为石质结构建筑。巴黎圣

母院则不同，它拥有巴黎市最古老之一的木质屋
架，且规模宏大，长度超过 100 米、宽度达 13
米，因此塔楼起火后迅速蔓延至屋架。

此外，近年来巴黎圣母院一直被相关部门评
估为“状况堪忧”。上一次大规模维修还是在1990
年代，本次维修从2018年4月开始。

目前火灾损害虽然还没有得到完全评估，但

2/3的屋顶已被大火损毁，标志性塔
尖也已倒塌。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基金会主任埃
里克·菲舍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
黎圣母院重建工程预计需要“数十年”。

【即时评论】

从2018年9月巴西国家博物馆到
巴黎圣母院，每一次遗产受灾、文物
历劫都应给予我们警示：时代在前
进，观念和技术在进步，面对文物的
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我们对于人类
文明遗产的保护意识应警钟长鸣，保
护机制更应与时俱进，呼唤更先进的
手段、更专业的技术、更智慧的途径。

一个科技化、系统化、全覆盖的文博安全保
护机制既要“保得住”、又要“传下去”，既要有

“盾牌”、也要有“时光机”。无论是文物古迹的安
保，还是打造智慧博物馆、推动文物数字化保
护，人类对于文明记忆的留存和传承还大有可为。

【背景链接】

巴黎圣母院是哥特式建筑，位于巴黎市中心
塞纳河畔，始建于1163年，于1345年完工。

作为巴黎最具代表性的古迹之一，巴黎圣母
院因法国作家雨果的同名小说而闻名于世，每年
吸引游客大约1300万人次。

（据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巴黎圣母院大火 文物保护敲警钟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
张泉、王秉阳） 记者从16日召开的
国 务 院 政 策 例 行 吹 风 会 上 获 悉 ，
2018 年，我国医疗救助惠及 1.2 亿
人次，支出资金399.7亿元，制度可
及性明显增强。

医疗救助是保障困难群众基本
医疗权益的基本性制度安排，在助
力脱贫攻坚、防止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城
乡医疗救助于2003年和2005年分别
在农村和城市开始试点，2008年制
度全面建立。

“我们会同相关部门加快完善医

疗救助的各项政策体系，持续加大
资金投入，不断提高保障水平，稳
步扩大救助覆盖面，统筹包括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
保障机制，统筹城乡制度发展，有
效解决了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问
题。”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金甫说。

陈金甫表示，下一步，国家医
保局将落实落细医保有关扶贫政
策，持续加大直接救助的力度；完
善相关配套政策和管理措施，确保
困难群众基本医疗实现动态全覆
盖；提高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加强
信息共享，推进一站式服务。

去年中国医疗救助1.2亿人次

八成老人希望居家社区型养老

“注意身体姿势，保持前倾才能推动
冰壶向前滑行。”4月13日下午，北京市
东城区地坛冰壶馆内，教练钟清正耐心
细致地向清华大学冰壶队学生进行讲解。

过去，像冰壶这样的冬奥会比赛项
目，主要在中国东北地区开展较多。而
今，越来越多的冰雪运动越过了山海
关，走进更多人的生活。加之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的临近，冰雪运动在全国范围
的普及也将迎来新的契机。

丰富群众冰雪活动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 《关于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
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意
见》 指出，要丰富群众冰雪活动，推动
冰雪运动向四季拓展，努力实现带动3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在校园，冰雪运动受到青年学生的喜爱。清
华大学滑雪队队长申立仁就酷爱单板滑雪。他骄
傲地告诉笔者：“滑雪是一项很酷的运动，那种自
由与奔放的感觉吸引着我们不断超越。在清华大
学，滑雪协会是个炙手可热的社团，成员人数已
超过了一万名。”

各类群众性冰雪赛事为大众提供了接触冰雪
运动的良机。去年，北京市第一届冬季运动会成
功举办。其中，“群众组”吸引了超过4000名运动
员参赛。今年3月，北京市举办的国际越野滑雪赛
中，也同样设立了“大众组”，吸引普通群众来享
受冰雪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冰雪运动走进人心

让更多人了解冰雪运动，也离不开对冰雪运
动的大力宣传。

打开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会徽宣传片，激昂
的 音 乐 响 起 ， 冰 雪 覆 盖 下 的 中 国 河 山 渐 次 展
开，滑冰运动员坚毅的眼神、花样滑冰选手流
畅的动作以及滑雪健将空中腾挪的身姿，令观
众热血沸腾。该宣传片不仅获得了米兰国际体
育电影节“金花环”奖，还将中国文化底蕴、
现代国际风格和冬奥运动特征融为一体，激起

民众对冬奥的憧憬与期待。
表现优秀的冰雪运动员也成为宣传

冰雪运动的“活招牌”。“自从中国女子
冰壶队在温哥华冬奥会上取得奥运奖牌
后，北京市民就开始自发地了解冰壶运
动，并到场馆亲自体验打冰壶的乐趣。”
北京中体奥冰壶运动中心教练钟清说。

北京冬奥组委会新闻发言人常宇接
受采访时表示，要在师生中普及推广冬
季运动项目，开展青少年冰雪运动启蒙
教育，让他们学习知识、学会技能、助
力奥运，并通过孩子的学习带动整个家
庭关注、参与冰雪运动。

冬奥场馆为民所用

群众的广泛参与是办好冬奥会的基
础，而为北京冬奥会服务的各比赛场
地，未来也会成为普通群众开展冰雪运

动的好去处。
形似“蚕蛹”的“冰丝带”国家速滑馆；造型犹

如“飞天”，寓意在空中飞翔的首钢滑雪大跳台中
心；将变身“冰立方”作为冰壶场馆的“水立方”……
目前，这些场馆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根据《北
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要在建
设一流冬奥体育场馆的基础上，通过各项场馆的
建设为地区留下可持续发展的冬奥遗产。

据常宇介绍，延庆赛区建成后将会是“国际
顶级的滑雪竞技中心，服务大众的冰雪休闲度假
胜地”，汇集体育赛事、旅游度假、大众体验等多
种项目，实现冬奥场馆的四季持续运营。

借冬奥契机 展冰雪运动风采
李 贞 田春雨 任麟稚

据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
者史竞男） 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结果 16 日在京发布。调查显
示，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
图书阅读量为 4.67 本、电子书阅读
量为 3.32 本，手机和互联网成为国
民每天接触媒介的主体，纸质书报
刊的阅读时长均有所减少。

据介绍，本次调查由中国新闻
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自 2018 年 8
月开始全面启动，执行样本城市为
50个，覆盖了我国29个省区市。

调查发现，2018 年我国成年国
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
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 80.8%，保持
增长势头，各类数字化阅读方式

（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
读器阅读、Pad 阅读等） 的接触率
持续增长。

从对不同媒介接触时长来看，

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间最
长，为84.87分钟，互联网接触时长
为65.12分钟，电子阅读器阅读时长
为10.70分钟，均有所增长。

据统计，38.4%的成年国民更倾
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比
2017 年的 45.1%下降了 6.7 个百分
点；超过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字
化阅读方式，其中，倾向手机阅读
的读者比例上升明显。

在我国成年网民上网从事的活
动中，61.6%的网民选择“阅读新闻”，
62.3%的网民选择“网上聊天/交友”，
50.0%的网民选择“看视频”，41.1%的
网民选择“网上购物”，36.5%的网民
选择“在线听歌/下载歌曲和电影”，
还有 28.0%和 19.2%的网民选择“网
络游戏”和“即时通讯”。仅有 15.9%
的网民将“阅读网络书籍、报刊”作为
主要网上活动之一。

成年人日均“触屏”80多分钟
人均纸质书阅读量4.67本

图为湖北省宣恩县椿木营滑雪场里，孩子们正在滑雪玩耍。
宋 文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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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河北
省内丘县柳林镇
的油菜花田进入
盛花期，该镇杨
庄小学开设“田
间课堂”，组织
美术社团的学生
走进油菜花海，
用画笔描绘美丽
春色，感受春天
的气息。

图为 4 月 16
日，杨庄小学的
学生在油菜花田
中写生。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田间课堂画春光田间课堂画春光田间课堂画春光

亚洲商务航空展上海开幕

4月16日，为期3天的第八届亚洲商务航空大会及展览会在上海虹
桥国际机场公务机基地举行，共有 150 多家参展商和 30 余架飞机参
展。图为观众在参观展出的公务机。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据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
者屈婷、田晓航） 中国老龄协会 16
日在京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我
国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型养老的需求
率高达 84.18%，且农村老年人的需
求率高于城市，西部地区老年人的
需求率高于东部地区。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
说，该研究报告的最大特色是以权
威、客观的大数据为基础，首次从
需求角度研究老年人的消费特点和
需求意愿，将为老龄事业、老龄产
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一定数据支撑和
决策参考。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截至 2018 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老

年人口有 2.49 亿。该研究报告称，
依托可预期的老年人口规模，我国
老龄产业市场发展潜力巨大，老年
消费能力普遍提升，城乡差距不断
缩小。

该研究报告说，近年来发展
较快的是机构养老服务，但居家
社区养老仍是广大老年人的首选，
显示供需双方有偏差。在当前和
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居家社区养
老应成为养老服务业的重点发展
方向。

除此之外，该研究报告还显示
出“银发经济”新的增长点正在孕
育，比如老年人网络消费、定制消
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