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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结束对希腊进行
国事访问并赴巴西出席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后，于11月
17日回到北京。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
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

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11月15日，习近平

离开巴西利亚启程回国，巴西政
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回国途中，习近平在西班牙
特内里费岛技术经停。

习近平结束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并赴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回到北京

没上过大学
她这样征服科学界

“我好像天生就是爱动物
的。”如今85岁的珍白发苍苍，回
忆起儿时依旧充满甜蜜的童趣。
出生在伦敦的珍在英格兰南部
的农场长大，观察农场里动物的
生活成为她童年的花絮。10岁
时，一本关于非洲的书开启了她
对非洲的向往。

尽管因为经济原因没有上
大学，简却通过打工攒够旅费来
到了黑猩猩的家园，这一年她26
岁。幸运的是，她遇到事业上的
伯乐，著名的猿人类考古学家路
易斯·里基（Louis Leakey），在里
基看来，珍这样没有学术背景的
人能给研究项目带来新的视野，
而她女性的身份会更有耐心，有
利于减小黑猩猩的威胁性。

事实证明，珍果然在研究中大
放异彩。在第5个月的时候，第一只
黑猩猩对她放下戒备，表现出用工
具取食白蚁的过程。今天看来这一
现象不会令人吃惊，但那个时候从
科学的定义上，人类是唯一使用工
具的动物。一时学界哗然，都震惊
于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年轻女性，提
出一个颠覆性观点。

挑战权威贯穿于珍的职业
生涯，而质疑声也始终围绕着
她：“你不应该给猩猩取名字，而
应该去给猩猩编号！”“不能说它
们具有个性和感情，因为这些词
都只能用在人身上！”对这些声
音，珍都会笑着说，“从小我就知
道这些绝对理性是假的，我的狗
就拥有情感。”1965年，珍对黑猩
猩群体生态学的观察和研究成
果使她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的
博士学位，她也成为公认的世界
级动物学家。

野生动物保护
从一个物种到环境

对黑猩猩研究得越深入，珍
就越被一种沮丧的氛围包围，她
发现人类与黑猩猩其实没有一
条清晰的界限，相反黑猩猩总是
展现出一些与人相近的情感，它
们会用拥抱亲吻等相同的身体
语言表达情感，也会有快乐、悲
伤和恐惧。

理解到这一点，珍更感受到
动物保护的迫切。因为毕生致力
于黑猩猩的研究，她令世界的目
光集中在黑猩猩的保护上，同样
因为作为大熊猫的栖息地，四川
把大熊猫保护作为了动物保护
的一张鲜明名片。在她看来，这
绝不意味着对其它物种的漠视，
或者动物保护对某一物种的倾
斜。“当某一地域的旗舰性物种
被正确保护的时候，人类不仅
是在保护某一种物种，而是保
护整个环境，客观上这个区域
内的所有物种都会得到保护。”
珍说，动物的野化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要面临食物习性的差
异，还要面临同类的竞争，因此
她认为，与其让动物在动物园中
生长并在成年后野化，不如保护
环境，“环境好了，就会有越来越
多的大熊猫。”

与成都匆匆相遇的3次，她
去成都的活水公园看到已经污
染的水变成清洁的水，也看到濒
临灭绝的动物得到有效保护，

“基本上，我不喜欢城市更喜欢
乡村，但我还是非常高兴看到一
个城市的人把城市变得更绿，让
儿童来玩，让更多本地的蔬菜出
现在市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摄影记者 王欢

“刘四妹儿，整点泡菜！”
咕咚一声，半米高的泡菜坛子被掀开，

醇厚酸爽的泡菜味弥漫开来。86岁的叶奶
奶拄着拐杖眯着眼睛乐呵呵站在三只泡菜
坛子前，“就是这个味儿，巴适！”

这天是14日上午9点，住在成都市武侯
区黉门街社区的叶奶奶一大早就来到奶奶
厨房，她想吃口这里的泡菜。

奶奶厨房的掌门人是71岁的刘道笠，
2016年，她在社区支持下开起了这家社区
餐厅，除了为空巢老人以成本价提供餐食，
还是社区居民娱乐活动的场所。奶奶厨房
由7位六十五岁上下的老人掌厨，它安静地
藏在武侯区小税巷深处，对于所有来这儿
的人而言，一碗清粥，一碟泡菜，就是生活。

对社区而言，奶奶厨房打破了社区治
理以政府提供服务的局面，以社区居民为
主要参与者，在最了解居民需求的情况下，
凭借其专长，变身为社会企业。

三只泡菜坛子
“不缺吃，缺的是那一份情”

刘道笠在黉门街小税巷生活了半个多
世纪，大家都叫她“刘四孃”或“刘四妹儿”，
是这里家喻户晓的人物。

刘四孃出名，不仅是因为她心肠热乐
于助人，还在于她烧得一手好菜。而俘虏食
客的秘密，就在墙角立着的这三只泡菜坛
子里，那是刘四孃的“传家宝”。

刘四孃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这三只泡菜坛子是母亲留给她的，历史要
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前。“酸甜酸甜的，你在
别家吃不到这个味道，这就是家的味道。”
叶奶奶夹着切碎的泡菜对记者说。

刘四孃原本在国营企业上班，1997年
下岗后和老伴儿在家附近开了家串串馆
子，那时起，年纪稍大行动不便的老街坊就
喜欢喊她跑上跑下送饭。2015年，原本打算
回家养老的刘四孃被大家留了下来，“都是
看着我长大的老邻居，大家也有感情。”

黉门街社区聚集着多个老旧院落，有
很多高龄的空巢老人，刘四孃在给邻居做
饭的同时，也常送饭、照顾陪伴一些高龄重
病老人。老人一要吃得烫，二要吃得软，菜
一出炉，刘四孃就马不停蹄往老人家里跑，

“像打仗一样”。这么多年来，她摸清了每个
“老朋友”的生活习惯：张奶奶有糖尿病，不
能吃甜的；田婆婆有高血压，要少吃肉……

有了奶奶厨房后，刘四孃还是常给高
龄老人送饭，“你说他们是缺那口吃的吗？
不是。他们缺的是那一份情。”

公益属性餐厅
空巢老人第二个家

现在，奶奶厨房早已跨越了年龄地域
的限制，除了社区原来的老人，附近的上班
族也常到这儿来吃饭，甚至有很多外地人
慕名而来。不管谁来，刘四孃都会免费给食
客上一碟泡菜。

泡菜唤醒的不只是大家关于“家”的味
蕾记忆，这个原本住着很多空巢老人的老
社区还因为奶奶厨房“活”了起来。

“老年人最怕孤独，以前我一个人在
家，连想找个吵架的人都没有，奶奶厨房让
我们从家里走出来聚到了一起。”85岁的陈
爷爷最爱刘四孃的酸豇豆炒肉，时不时要
来上两口。“我们这个年纪，坐在一起打打
牌拉拉家常，脑子活泛了，就不会得老年痴
呆。虽然保不住时光，但保得住健康。”

如今奶奶厨房已成为社区邻里相帮相
亲的生活互助平台，黉门街社区也在8月中
旬打造了奶奶厨房2.0版本——奶奶名厨。
奶奶名厨是面向社会的带公益属性的餐
厅，其20%的利润将回到社区基金，下一步
为80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送餐服务，延续

“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的传统美德。

枢纽型社会组织
社区增添更多人情味

在成都，“刘四孃”们还构成了一组颇
具特色的社区风景，不同于以往社区里的
组织，她们更主动、也更专业地提供各类服
务，为社区增添了更多人情味。

成都市委社治委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成都所有区（市）县全部成立枢纽型社会组
织，新成立社会组织数量达到763家。

同时，成都一些社区还探索设立了社
区基金，甚至成立了社区基金会，资金源于
本区域及社会资本，资源也用于本社区，使
居民感觉自己与社区有利益关联，有利于
增强居民的参与性。

为了推动更多“刘四孃”们的出现，成
都还设立社区专项资金，每年平均为每个
城乡社区匹配35万元保障资金，并完善社
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培育中级以上职称
专业社工2800人。

成都在今年初就专门制定了政府向社
会组织购买服务的三年行动计划，其中提
出，政府新增公共服务支出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安排的部分，向社会组织购买的比例
不低于30%。

刚刚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在我国城镇化下半程开始的阶段，对社区的发展建设治理做了方向性的引领。

社区稳，则城市稳。社区治理是城市运转的基石。两年前，成都率先设立社区发展治
理委员会，在社区治理的制度体制上进行了创新，许多社区因此在探索治理新模式上走
出了特色。成都商报今日起开设“一物一社区 社区治理成都探索系列报道”栏目，聚焦
那些承载社区治理特色的物件。这些物件背后，是成都探索社区治理的努力和心得。

小小泡菜香 浓浓社区情

2016年，刘四孃
在社区支持下开
起 了“奶 奶 厨
房”，除了以成本
价为空巢老人提
供餐食，还是社
区居民娱乐活动
的场所。奶奶厨
房打破了社区治
理以政府提供服
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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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设立社区专
项资金，每年平
均为每个城乡社
区匹配35万元
保障资金，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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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体系，培育
中级以上职称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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黉门街社区也在
8月中旬打造了
奶奶厨房2.0版
本——“奶奶名
厨”。这是面向社
会的带公益属性
的餐厅，其20%
的利润将回到社
区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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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稳，则城市稳。
据新华社电 农业农村部日

前召开南方九省区市生猪生产调
度会，明确各地落实政策措施取
得了明显成效，要进一步压实责
任，全力推动生猪生产加快恢复。

这是记者17日从农业农村
部了解到的消息。在江西省南昌
市召开的南方九省区市生猪生
产调度会上，江苏、浙江、安徽、
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
川等九省区市和部分重点地市
农业农村部门做了生猪生产情
况汇报，共同分析生产形势，研
究措施。

南方九省区市是我国传统
生猪产区，也是猪肉消费比较集
中的区域，常年生猪出栏量接近
全国总出栏量的“半壁江山”，生
猪产能能否尽快止跌回升，对全
国猪肉市场稳价保供具有重要
意义。

会议指出，从调度情况看，
各地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落实有关政策措施，取

得了明显成效。下一步要针对产
业发展、政策落实中还存在的问
题，针对西南地区小散养殖户数
量多、规模化率低以及中南地区
水网密集、环境容量小等客观实
际，加大工作力度，促进生猪生
产形势持续好转。

会议强调，要明确生猪生产
实行省负总责，主要负责人是第
一责任人，严格落实“菜篮子”市
长负责制。要落实好财政、金融、
用地等支持生猪生产的政策措
施，养猪大县要定期调度政策落
实情况，对禁养区超划等做法要
及时整改。持续强化非洲猪瘟各
项防控措施，搞好技术服务，推
介“龙头企业带农户”“产业体系
带农户”等有效模式。加强对养
殖、流通、屠宰等各环节管理，统
筹抓好禽肉和牛羊肉等替代品
生产，确保元旦、春节期间群众

“菜篮子”供应。农业农村部将继
续跟踪调度各地政策落实情况，
每月调度各地生猪生产情况。

农业农村部召开九省区市生产调度会

要求全力推动生猪生产恢复

著名动物专家珍·古道尔来蓉

我们保护的不是某个物种
而是一个区域环境

珍·古道尔博士在成都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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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们在“奶奶厨房”聊天。这里除了以成本价为空巢老人提供餐食，还是社区居民娱乐活动的场所

“奶奶厨房”让社区老人们聚在了一起

刘四孃正在做饭

刘四孃的泡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邹悦 王垚 摄影记者 吕国应

年轻时因为热爱动物，一个26岁的英国女孩前往非洲去观察黑猩
猩。年暮时她仍保持那份热爱，每年300天奔走于各地举办讲座，身体力
行呼吁环保。她就是根与芽创始人，今年85岁高龄的珍·古道尔博士。

珍·古道尔博士，国际知名动物行为学家、生物学家和动物保育
人士，获得“联合国和平大使”、“传播造福人类知识杰出工作者奖”、

“20世纪最伟大的动物学家”等多项殊荣。
11月17日，珍·古道尔博士来到成都博物馆，与成都的观众们分

享她对人与自然的理解，以《人与自然：和谐与未来》为主题，交流环
境保护的重要性。演讲后，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珍·古道
尔博士，谈谈她的传奇经历和动物保护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