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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部分
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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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要求，要在既有制度
框架内，抓住主要矛盾，坚持问题
导向，深挖制度潜力，创新政策措
施，依法合理解决广大退役士兵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完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和接续政策，使他们退休后
能够享受相关待遇，共享经济社
会改革发展成果，切实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关怀与优待，体会到社
会尊崇。《意见》对有关政策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提出了具体要求。

哪些退役士兵在《意见》保障

范围内？退役军人事务部在答记
者问时表示，考虑到出现社会保
险中断缴费的人员主要集中在
2011 年退役士兵安置改革以前
退役，按照当时国家层面确定的
安置政策，转业志愿兵（士官）和
城镇义务兵等人员应由政府安排
工作，他们中退役时选择由政府
安排工作的人员，回到地方后因
为种种原因没有稳定就业和稳定
收入来源，属于政策保障范畴。

根据相关规定，《意见》进一
步明确，符合政策保障范畴人员
入伍时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基本医疗保险的，入伍时间视
为首次参保时间。这一规定对接
了安置政策和现行社会保险政
策，有利于更好地保障这些人员
的切身利益。 据新华社

中办 国办印发
《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
问题的意见》

2019 北京世园会将于今日
在北京延庆正式开园。记者从北
京世园局获悉，在 162 天的展会
期间，除了观赏植物园艺和特色
展园展陈外，游客还能参与观看
近 2500 场展现新时代风貌以及
北京风味的系列文化活动，享受
不一样的视听盛宴。

北京市副市长、北京世园会
执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红介
绍，北京世园会会期文化活动精
彩纷呈，既有开幕式、开园活动、
中国馆日、闭幕式等规模较大的
活动，也有“国家日”“荣誉日”“省
区市日”、花车巡游、世界民族民
间文化荟萃等特色活动，还有论
坛、国际竞赛等园艺专业活动。

多元化的园艺竞赛项目将在
会期轮番上阵。中国花卉协会会

长、北京世园会组委会副主任委员
江泽慧表示，届时室内专项花卉竞
赛将有牡丹、月季、组合盆栽、盆
景、兰花、菊花、世界花艺大赛7项
竞赛。尤其是在8月将举办“2019
世界花艺大赛”，各国家和地区的
选手都将同台竞技，为观众带来一
场美轮美奂的花艺盛典。

“届时将有60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在会期开展文化活动，北京世
园会将成为多种文化艺术形式和
国际多元文化相交融的文明对话
平台。以花为媒，精彩讲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园艺故事。”王红说。

在北京世园会四大核心场馆
内的展览展示内容也十分丰富，
突出“生活、生产、生态相映成趣，
科技、人文相互融合”的特色。其
中，中国馆将以精美植物造景工

艺与现代多媒体互动技术相结
合，集中展示中国生态文化；国际
馆将采用“实物+多媒体+互动+
氛围”多维方式，精彩陈述“一带
一路”沿线等全球园艺文化故事；
在生活体验馆，人们不仅可与非
遗大师现场互动，感受“当园艺遇
上科技”的新奇和梦幻，还可设计
属于自己的虚拟园艺生活空间；
植物馆则以真实生态造景方式，
展现热带植物群落，让游客在植
物温室中饱览热带植物的风貌。

此外，本届世园会还将引入
物联网、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等技术手段，将世园会从传统的
园林艺术展示转变成人、自然、科
技和文化交融的园艺盛会。例如，
以《山海经》为内容主题打造的

“光影森林”游览项目。

四月的北京，姹紫嫣红开遍，良辰美景绵
延，一场全球园艺盛宴在长城脚下上演。

带着绿的清新、花的芬芳，北京世园会将向
世界展现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生态文明之思，与
各国携手共绘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瑰丽画
卷，见证一段各国共同打造诗意栖居的非凡历程。

世园会是一张闪亮名片，大美中国的绿色
发展和生态建设在这里竞相绽放。如意造型的
中国馆舒展于绿水青山，呈现中式园林之美；

“花伞”组成的国际馆撑起“钢铁花海”，彰显独
到匠心；古雅庄重的永宁阁览胜妫川燕山，俯瞰
花错梯田；生态草沟涵养存续水源，运用“黑科
技”的光伏玻璃没有直射光也能发电……一处
处赏心悦目的园林景致，一座座会“呼吸”、有

“生命”的智慧建筑，蕴含天人合一理念，见证生
态科技力量，为万花之园增添醉人春色。

世园会是一座耀眼舞台，缤纷世界的珍奇花
木和园林艺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漫步园区，在英
国展园“植物酒吧”来一杯天然发酵的金酒，在荷
兰展园欣赏构思精巧的屋顶花园，在德国展园回
溯工业城市“由灰变绿”的发展历程，在国际竹藤
组织展园感受“生态竹居”的创意与诗意……园
艺与生活融合，传统与现代联通，各国生动诠释
着独特的生态哲学和多元的生活美学。

世园会是一场文明对话，美美与共的彼此
欣赏和交流互鉴在这里和鸣共振。不同国家的
参展商和园艺师将交流探讨前沿育种栽培、园
艺设计、创新技术，不同民族文化和风土人情将
为参观者带来新鲜体验。百余年前，英国植物学
家威尔逊曾称赞中国为“世界园林之母”，为世
界花园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丰富样本。北京世园
会上，以花木之名的心灵对话仍将延续，500多
场文化活动将陆续登场。东西方再次相遇，共赴
绿色之约，见证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与自然和谐共生，用绿色点亮未来，中国与
世界共同守护人类家园的努力，带给世人诸多思
考和启迪。浙江的美丽山乡让百姓望得见田园，
留得住乡愁，获得联合国人居奖；中国的防沙治
沙经验与世界多国分享；中国的植树造林为地球
贡献四分之一新绿。从让长颈鹿“昂首通行”的肯
尼亚蒙内铁路，到光伏板下长草种瓜的巴基斯坦
太阳能电站，从携手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到推动
各方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打造美丽中国，建设绿色家园，携手缔造人
类诗意的栖居，是北京世园会向世界发出的真诚
邀约。正如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秘书长提姆·布莱
尔克里夫所说，世园会不仅能让游客欣赏到美妙
的园艺和美丽的花园，更体现出中国与世界共享
发展成果、追求绿色生活、命运休戚与共的理念。

生态环境奠定人类的生存发展根基，影
响文明的兴衰演替。当绿色发展成为一种全
球共识和生活方式，这场植物、园艺、科技与
人文的盛宴，必将创造风景，启迪诗意，并长
久存于心间。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

绿色基因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
走进世园会园区，就可以看到这格
外醒目的十个大字。在这里，人们
不只是简单地看山、看水、看风景，
而是可以在各个角落都感受到“绿
色”与“生态优先”的气息。

约5万棵原生树木构成园区
的大框架，另外新增10万多棵乔
灌木，改造原有湿地，增加净化功
能，让园区化作天然氧吧和候鸟
栖息繁殖地；长约20公里的生态
草沟最大限度实现雨水在园区的
自然积存、渗透和净化，让水资源
在园区流动循环；1024块光伏玻
璃、覆土建筑结构、生态滴灌等技
术手段让中国馆成为一栋“有生
命、会呼吸”的建筑……世园会正
是建设绿色中国、美丽中国的生
动实践。

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小
约翰·柯布评价说，北京世园会将
是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
开放成果，以及节能减排、绿色发
展等理念的良好契机，是一张闪
亮的“绿色名片”。

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主席
贝尔纳德·奥斯特罗姆说，世界
对“绿色城市、绿色生活”充满
渴望，而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应
该如何决策、如何行动。相信北
京世园会不仅会给参观者带来
视觉享受，还将让绿色理念更
深入人心。

科技基因

16世纪，葡萄牙人通过海路
抵达中国，几经辗转将柑橘带回
葡萄牙。有西方植物学家考证认
为，这是欧洲直接从中国引入的
第一种外来植物。此后，越来越多
的中国本土植物远渡重洋进入欧
美国家。

花卉爱好者从中国获得现代
月季的杂交亲本、温室里的杜鹃
和报春花类的亲本；果树栽培者
从中国得到桃、橙、柠檬、葡萄柚
等种质资源。欧美国家花园的植
物中，很多有着中国代表性植物
的血脉基因。

随着园艺科技的进步，今日
的中国已不只是为世界提供种质
资源。在此次北京世园会期间，中
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许多植物
将集体亮相，向世界展示当今中
国植物培育的科技成果。

其中，拥有12种不同花色的
一串红成为明星品种。北京市园
林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副所长李子
敬向记者展示了世界首例一串红
高质量全基因组图谱，这是植物
基因组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
果。利用基因图谱可以推动精准
育种，不仅使花色更丰富，还能调
控花期。

谈及中国自育花卉研究，法
国最大花园月季生产商玫昂家族
第六代传人马蒂亚斯·玫昂表示，
他相信中国未来必定会有更多育

种者，并且他们研制的自育品种
会被大量生产和应用。“中国是开
放的，将与全世界共同努力。”

文化基因

“锦绣如意”中国馆，四合院
里观北京，唐风唐韵映三秦，山水
古村展徽风……漫步于北京世园
会中华园艺展示区，能领略到中
国各地独具特色的园艺风格，体
味中国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

走进各个展馆，那里的一花
一木、一枝一叶都承载着文化基
因。“春潮”“暗香”等别具文艺气
质的中国自育月季品种在北京馆
绽放，让参观者在赏花的同时感
受“春江潮水连海平”“暗香浮动
月黄昏”的美妙意境。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
互鉴而丰富。北京世园会不仅是
一个花卉、园艺的展示舞台，也架
起了世界文化交流的桥梁。

北京世园会期间，2500多场
文化活动将陆续举办，其中植物
花卉装扮的 10 辆“生态花车”将
为游客献上 180 场花车巡游表
演，以“一车一故事，十车一长卷”
的方式讲述历史悠久、文化璀璨
的中国的故事，展现现代绿色发
展理念。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今天，美丽中国的画卷正
在铺展开来，北京世园会作为其
中的动人一幕，将绘就中国与世
界交流互动的亮丽风景。

到世园会感受“中国基因”

20192019北京世园会开幕式昨日举行北京世园会开幕式昨日举行，，今日正式开园今日正式开园
这是今年中国重要的主场外交之一这是今年中国重要的主场外交之一
也是向世界展示美丽中国的一张闪亮的也是向世界展示美丽中国的一张闪亮的““绿色名片绿色名片””

中国园林植物种类
丰富。英国著名植物学
家威尔逊在20世纪初
就提出“中国乃世界花
园之母”。今天，人们可以
穿梭于北京世园会的锦
绣山水、错落亭台之间，
在万花之园中感受融入
世界园艺的“中国基因”。

青山妫水东风煦，
一日看尽世界花。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
览会开幕式昨日举行，
这是今年中国重要的主
场外交之一，也是向世
界展示美丽中国的一张
闪亮的“绿色名片”。

今日正式开园今日正式开园
约起来！近2500场文化活动将亮相

开启世园时间
缔造诗意栖居

时
评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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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早上，广西陆川县一学校工
作人员发现一名男生倒在宿舍楼下不
省人事，男生被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
医院诊断的死亡原因是猝死。而家属
表示，孩子身上有伤痕，怀疑另有隐
情。目前，陆川县公安局已介入调查。

男生被发现趴在宿舍楼下……

死亡男生名叫严霆，今年15岁，在
陆川县实验中学读高一。严霆的父亲
严水生说，他和妻子都在深圳打工，严
霆是他的独子，在学校住校，“严霆的
宿舍在6楼，每间宿舍可以住12个人”。

严霆的家属提供给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一段录音，称是4月25日严霆去
世后校方人员和家属的对话录音。录
音中，一名男子说：“5点20分左右，我
就接到巡逻保安的电话，马上第一时
间赶到，随后校长也到了。保安说他进

来的时候还没见有人下来，巡逻下来
突然发现有一个影子倒在那里，去问
那个人怎么回事，但是那个人不说话，
他就拨打了急救电话。”

录音中，该男子还说，监控安装在
宿舍门口，而严霆所趴位置是监控盲
区，但能确定严霆没有出过宿舍楼。家
属称，录音中的男声来自严霆的英语
老师，严霆的同学小羽（化名）听录音
后表示，这声音像是英语老师的声音。

抢救无效死亡 医院诊断：猝死

严水生在当天7点10分左右接到
严霆班主任的电话，对方说“你儿子正
在医院抢救”。他连忙打电话，让严霆
的伯父严春强先赶往医院，随后和妻
子买票从深圳赶回陆川县。8时45分，
医生让严春强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
初步诊断严霆“呼吸跳动停止；昏迷原

因待查；肺部感染；代谢性酸中毒；缺
氧缺血性脑病”。10点04分，严霆经抢
救无效死亡。4月25日13时，陆川县人
民医院出具的24小时内入院死亡记录
中记载，严霆死亡诊断为“呼吸心跳骤
停；昏迷原因待查；胸部损伤：胸骨柄
骨折、肺挫伤、两侧血气胸；贫血原因
待查；失血性贫血；第1腰椎压缩性骨
折；继发椎管狭窄；全身多处皮肤软组
织损伤。”死亡原因：猝死。

家属：孩子下身疑被人踢

严霆的表叔宁严说：“医院给的死
亡原因是猝死，但是他双手手掌、胸、左
右大腿内侧等地方为什么有淤血，而且
他阴囊看上去肿胀，像是被人踢的。”

严霆的母亲华国庆认为，儿子身
体很健康，清明节期间曾坐车到深圳
爸妈住的地方，“平时他爸从超市把一

袋米搬到6楼都会气喘吁吁，他搬上去
很轻松”。她称，4月26日已有法医对严
霆进行了尸检，法医口头上告诉他们，
严霆的伤可能因高空坠落所致，具体
原因还需等尸检结果出来。

26日，陆川县公安局发布通报称：
“4月25日8时20分许，陆川县公安局新
洲派出所接到陆川县实验中学校方报
警称：4月25日5时许，学校工作人员发
现1名学生倒在该校宿舍楼前，当即拨
打120电话将该学生送陆川县人民医
院抢救。目前该学生经抢救无效已死
亡，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事件发生
后，有网友在网上发布信息称该学生
死亡是因校园欺凌事件造成，并配发
了一段校园欺凌视频，在公安机关未
有定论前，请广大群众不造谣、不信谣、
不传谣，相信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卿媛

高一男生宿舍楼下“猝死”家属疑另有隐情
广西陆川警方发布通报称已介入调查

4月28日，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北京延庆开幕 新华社发

2019 Art Chengdu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开幕

提起川剧《死水微澜》《欲海
狂潮》《田姐与庄周》《尘埃落定》

《目连之母》，很多观众都不陌生，
它们是著名剧作家徐棻的代表
作。掐指一算，今年86岁高龄的徐
棻已经从艺70周年，徐棻70年的
艺术生涯创作了近50部大戏，先
后成就40多位名角儿。

“笔吐玑珠·心怀时代——徐
棻艺术生涯七十周年系列活动”
于4月27日至4月30日在成都隆
重举办。昨日下午2点在锦江剧
场举行活动开幕式，开幕式演
出为川剧传承剧目《马克白夫
人》和《目连之母》（精华版），演
员们精彩的表演获得观众阵阵
掌声。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
席马识途，“巴蜀鬼才”魏明伦，
美国戏剧家、导演、徐棻剧作翻
译者白灵芝等众多嘉宾、专家
亮相活动现场。

马老赠诗
笔吐珠玑墨生香
诗心才情任飞翔

活动现场，众多嘉宾齐聚一
堂，晓艇、田蔓莎、陈巧茹、王玉
梅、虞佳等十位“梅花奖”获得者
上台向徐棻老师致敬，场面令人
感动，他们都演过徐棻创作的剧
目，田蔓莎代表大家发言，她表
示：“能演出徐棻老师的戏很荣
幸，感谢徐棻老师的戏给了我们
艺术生命。徐棻老师是中国戏剧
一张响亮的名片，不仅在国内，而
且在国际上也影响广泛。”

著名作家、105岁老人马识途
也来到现场，他看上去精神很好，
并现场赠诗给徐棻：“笔吐珠玑墨
生香，诗心才情任飞翔，耄耋不老
还笔耕，天府剧坛永芬芳。”接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
时，马识途表示，“作为成都人，我
很喜欢川剧，我读过徐棻的剧本，
她不光剧本写得好，文学方面成
绩也斐然，她身体那么好，我很高

兴，我年龄这么大了，还能参加这
个活动，感到非常高兴。”此外，马
识途还为不久前获得“梅花奖”的
虞佳写了一首诗。

徐棻剧作翻译者白灵芝表
示，徐棻老师的剧作在国外也深
受欢迎，川剧在国外有很多观
众，接下来，她打算翻译更多徐
棻老师的作品。据了解，此次活
动由四川省振兴川剧和曲艺领
导小组办公室、四川省文化和旅
游厅指导，由成都市川剧发展促
进工作组、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中国戏曲表演学会主办，由
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四川省艺术
研究院承办。

多次获奖
她的名字
就是一部作品的金字招牌

今年86岁高龄、从艺70周年
的徐棻是一位与时代同步的戏
剧家和天府文化名人。她毕业
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国家一级
编剧，1958年毕业分配到四川
省文化局，1961年调入成都市
川剧院。她曾被评为“全国三八
红旗手”，并连续数年被评为成
都市“拔尖人才”，曾担任四川
省政协常委、四川省文联及四
川省剧协副主席和成都市文化
局副局长。

说起“徐棻”这个名字，戏剧
爱好者都不会陌生。她的名字，常
常就是一部作品的金字招牌。徐
棻代表作有川剧《死水微澜》《欲
海狂潮》《田姐与庄周》《尘埃落
定》《目连之母》等。另有话剧《辛
亥潮》、舞剧《远山的花朵》、晋剧

《烂柯山下》、滇剧《贵妇还乡》、
昆曲《十面埋伏》、京剧《千古一
人》，还有长篇历史小说《苏东
坡》《成都辛亥潮》以及电视剧、
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戏剧评论
等。其戏剧作品曾多次荣获国家
级奖项，如中共中央宣传部“五
个一工程奖”；中国文化部“文华
大奖”、“文华奖”和“中国地方戏
曲评比展演一等奖”、“全国儿童
剧汇演一等奖”；中国戏剧家协会

“全国优秀剧本奖”、“曹禺戏剧文
学奖”；中国戏剧节之“优秀剧目
奖”、“优秀编剧奖”；还有“中国戏
曲学会奖”及巴黎中国戏曲节“塞
纳大奖”等。

徐棻的作品被誉为“名角营
养钵”，先后成就了“二度梅花
奖”2名，“梅花奖”6名，“文华大
奖”6名，“文华奖”3名，“中国戏
剧节单项奖”20多名，还有上海

“白玉兰表演奖”主角奖2名和配
角奖1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徐棻从艺70年
众嘉宾现场祝贺
马识途：她不光剧本写得好，文学方面成绩也斐然

28日，由绽放文创、子子文化
投资主办、成都传媒集团新闻培
训中心承办的2019 Art Chengdu
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拉开帷幕，
开启为期五天的艺术盛会。

第二届Art Chengdu移师成
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展区面积扩大逾一倍，展期为4月
28日至5月2日（其中，4月28日至
29日为贵宾预展，4月30日至5月
2日为公众开放日）。

今年，Art Chengdu精选46间
来自全球的画廊及艺术机构，参
展数量同比去年首届新增15间，
其中不乏国际一线画廊及扎根中
西部的本土画廊。首次亮相的精
选画廊包括阿拉里奥画廊 Ara-

rio Gallery ，以群展形式展出备
受推崇的日本雕塑艺术家名和晃
平和中国艺术家高磊的杰作、韩
国艺术家金炳昊的大型雕塑、上
海抽象绘画代表人物陈墙不同时
期的代表作以及新锐艺术家郑焕
和梁曼琪近两年的新作；白石画
廊 Whitestone Gallery带来日本
大师级作品，包括最具代表性的
具体派艺术家、纽约极简主义运动
的代表桑山忠明，在中国广受藏
家、艺术爱好者及观众喜爱的草间
弥生及奈良美智，以及作品被泰特
现代美术馆、国立国际美术馆、东
京都现代美术馆等广泛收藏的具
体派代表艺术家前川强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马识途现场赠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