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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天下

海天酒店
酒店集住宿、餐饮、娱乐一体

化；普通标间 118元/间，豪华标间
128元/间，小单间 108元/间，累计
住3间全天房送钟点房1个，3个钟
点房可抵一个全天房，多住多优惠。

地址：武陵大道与滨湖西路交会处

（常德海关大楼南侧）

电话：0736-7709059

精装修 房费低 好停车

地址：常德市育才东路 202号（长
怡中学与市工商局中段）。
电话：0736—7261887
网址：WWW.Jybf888.COM

纯真发手工织发量身定制

浑然天成，犹如自身头发再生

让您远离秃顶、脱发、白发烦恼

可吹、拉、烫、染方便自如

远离染发、烫发伤害

可游泳、打球及做任何剧烈运动

头等大事当然要交给京源发业

参加央视CCTV《对话中国品牌》民族品牌企业
纯手工真人发私人量身定制

京源发业
注册号：430702600136683

地址：常德市中国人民银行大门对面
阎医生荣旭堂健康苑：13875153291

追凸宁 ，

颈肩腰腿痛
益痛康喷剂，适用于腰腿痛、

颈椎病、肩周炎、骨质增生、风湿、跌
打损伤、坐骨神经痛等。免费体验！

﹙吉卫健用字2012第053号﹚
注册号:430702600321741

分类广告电话：0736 - 2530790 排版QQ：1037513527
地址：柳叶大道常德日报传媒集团1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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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
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
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
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
年大计、国家大事。为何要设立这一
新区？新区选址基于怎样考虑？将会
带来哪些影响？就社会各界关注的一
些热点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
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
誉主席徐匡迪院士接受了新华社记者
的采访。

选址：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共
同形成北京新的两翼

问：已经在北京通州建设北京城
市副中心了，为何还要设立河北雄安
新区？

答：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项
重大国家战略。京津两地过于“肥
胖”，大城市病突出，特别是河北发展
与两地呈现“断崖式”差距。实现京津
冀协同发展，是新形势下引领新发展、
打造新增长极的迫切需要。

设立雄安新区有利于集中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有效缓解北京大城
市病，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共同形成
北京新的两翼；有利于加快补齐区
域发展短板，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
展质量和水平，培育形成新的区域

增长极；有利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
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拓展区域发展
新空间，对于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
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打造全国创新
驱动发展新引擎，加快构建京津冀
世界级城市群，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和深远历史意义。

从国际经验看，解决大城市病
基本上都是用了“跳出去建新城”的办
法；从我国经验看，通过建设深圳经济
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有力推动了珠
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京津冀协
同发展瞄准的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这项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

问：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雄县、
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为什
么选择在这个地方？

答：这是综合考虑了交通、地质、
水文、建设成本等方面因素，经过反复
深入论证选定的。这里交通便捷、环
境优美，现有和已经在规划多条城际
铁路和高速铁路。另外，这个地方人
口密度低、开发程度低，发展空间充
裕，如同一张白纸，具备高起点高标准
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功能：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
功能疏解任务

问：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

能疏解，要发展哪些产业？
答：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是设立

新区的首要任务。承接的疏解功能
要符合新区发展要求，同时也要根据
疏解功能有针对性地优化新区规划
空间布局。要增强新区的自我发展
能力，重点是要紧跟世界发展潮流，
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科技创新企
业，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
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打
造在全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驱动
发展新引擎。

问：雄安新区如何发挥区域带动
能力？

答：要发挥带动冀中南发展，提高
河北省整体发展水平，乃至影响全国
的重要作用。

开发：新区建设将走一条新路

问：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消
息发布后，大家都很关心：新区将如何
建设？

答：按照中央要求，新区建设要走
出新路。新区建设过程中要充分体现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新型城镇化
与城乡统筹示范区”的定位，探索在人
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发展的新路。重
点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做好现状
传统产业的整合和升级，做好就业保
障；统筹好移民搬迁和城镇改造，让搬

迁农民融入城镇生活；积极探索体制
机制改革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规划建设雄
安新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
展新常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
国特色、高点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保障
和改善民生，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绿色生
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
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
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
展示范区。

就是说，雄安新区建设要坚持国
际一流水准，实现生态宜居、和谐共
享。

问：新区建设将如何规划白洋淀
的发展？

答：新区开发建设要以保护和修
复白洋淀生态功能为前提，白洋淀生
态修复也离不开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
改善。要从改善华北平原生态环境全
局着眼，将白洋淀流域生态修复作为
一项重大工程同步开展工作。重点要
优化京津冀的水资源管理，提高水环
境治理标准。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选址·功能·开发
——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热点三问

日本文部科学省3月底公布日本
中小学新版“学习指导要领”，在体育
课程中，新加入了“枪剑道”。所谓“枪
剑”，就是枪械的刺刀。“枪剑道”，也就
是俗称的“拼刺刀”。

提起“拼刺刀”，不难想到，这是日
本军国主义时期日军作战训练的重要
课目。至今，日本陆上自卫队和航空
自卫队官兵多有习练。此外，日本还

有主要由现役或退役自卫队员组成的
“全日本枪剑道联盟”，平时练的就是
民间版的“拼刺刀”。

颇为蹊跷的是，文部科学省今年2
月公示的新版“学习指导要领”草案
中，一开始并未列入“枪剑道”。据日
媒报道，公示期间，日本国会议员、“全
日本枪剑道联盟”等势力通过各种渠
道提出意见书，要求将这一科目加入

到课程中。
目前，日本全国只有一所公立中

学开设有“枪剑道”。日本学校新学期
始于每年 4 月 1 日，人们担心，在日本
官方鼓励和军政要人的极力推动下，
今后会有更多学校开始向孩子们传授
如何“拼刺刀”。

这是安倍政府在教育领域持续开
历史倒车、甚至还魂军国主义教育的

最新一笔。不久前曝出的“地价门”丑
闻中，大阪府的森友学园因其在幼儿
园和小学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教育，一
度得到安倍夫妇的大力赞美。

更有甚者，同在3月底，安倍内阁
通过一份答辩书，宣称不排除在学校
教材中采用日本战前的《教育勅语》。
而在之前的国会听证中，极右色彩浓
重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公然对

《教育勅语》予以积极评价。
《教育勅语》是明治政府以来日本

学校的基本教育方针，与《军人勅谕》
一道，构成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
两大“神器”，核心精神是给全体国民
和军人洗脑，灌输誓死效忠天皇的“皇
国思想”。战败后，日本将《教育勅语》
排除出教育体系。

试图让军国教育从历史垃圾堆中
复活，是日本政府部门出台“拼刺刀”
课程的大背景，也让安倍政府上台这
些年来，企图还魂军国主义的路线图
愈加清晰。

3月22日，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航
母级直升机驱逐舰“加贺号”正式服
役。“加贺号”是二战期间日军主力航
母，曾参与侵华战争和突袭珍珠港，后
被美军击沉。无独有偶，三年多前服
役的同一级别准航母“出云号”，也与
日本侵华战争舰队的旗舰同名。

从“加贺号”到“拼刺刀”，从军事
领域到教育领域，从破坏和平宪法到
海外军事野心膨胀，安倍政府的种种
举动都指向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野
心。但这注定是一种阴暗的“还魂”，
一种危险的“复活”。

（新华社北京4月3日新媒体专电）

从“加贺号”到“拼刺刀”，日军国主义阴暗还魂
□冯武勇

图为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航母级直升机驱逐舰图为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航母级直升机驱逐舰““加贺号加贺号””。。

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两座地铁站内3日发生爆炸，已造成10
人身亡，伤者人数不详。据俄新社报道，发生爆炸的“干草广场
站”和“技术学院站”相距很近。发生爆炸的地铁车厢严重扭曲
变形，部分伤亡者横躺在地铁站台上。目前，圣彼得堡所有的
地铁站已关闭。当地救援人员已疏散地铁站内乘客，调查人员
已开始调查事件原因。另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检察院已将
3日发生在圣彼得堡地铁的爆炸案定性为恐怖袭击事件。

圣彼得堡地铁发生爆炸

新华社首尔4月3日电（记者 耿
学鹏 王家辉）韩国国防部3日宣布，韩
国、美国和日本将于本周举行首次联
合海上反潜演习。

韩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本次
演习将在韩国济州岛附近的韩日间海
域举行，预计从3日持续至5日。声明
称，演习将针对朝鲜方面的“潜艇威

胁”，旨在提高三国探测、识别及跟踪潜
艇能力。演习内容将包括模拟搜寻、探
测和追踪潜艇，并“交换相关情报”。

参加此次联合演习的三国海上装

备将包括韩国海军“姜邯赞”号导弹驱
逐舰和一架“山猫”直升机，美国海军

“麦坎贝尔”号宙斯盾驱逐舰、MH－60
型反潜直升机和一架P－3型海上巡逻
机，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泽雾”号驱
逐舰和一架反潜直升机。

声明说，韩美日三国去年12月在
三方安全会谈上商讨举行联合反潜演
习事宜，这是会后首次举行此类联合
演习。

韩美日拟举行首次联合反潜演习

新华社东京4月3日电（记者 王
可佳）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3日说，
今年1月被临时召回的日本驻韩国大
使长岭安政和驻釜山总领事森本康敬

将于4日返回韩国。
岸田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韩国

将于5月进行大选，日本政府需要对韩
国政权交替做充分准备。他还表示，

应对朝鲜核问题也需要日韩高层紧密
合作。

据共同社报道，2016 年 12 月 28
日，韩国民间团体少女像促进委员会

在日本驻釜山总领馆前竖立“慰安妇”
少女像。作为报复，日本政府于 2017
年 1 月 9 日临时召回驻韩大使和驻釜
山总领事。

目前，双方尚未就造成两国摩擦
的“慰安妇”少女像一事达成一致。岸
田称，少女像一事虽无进展，但政府认
为应以“与下任政府维持良好合作关
系”为优先。

日本召回的驻韩大使今日返韩

新华社长沙4月3日电（记者 刘良
恒）记者从湖南湘乡市政府获悉，3日11

时35分左右，湘乡澳泉食品有限公司发
生一起窒息中毒事故，导致4死1伤。

据悉，事发时，澳泉食品有限公司
的劳务分包单位湘潭市洁宝清洁服务

有限公司正在清理化粪池时，1名员工
不慎掉落进排污井，澳泉公司3名员工
发现后去施救，均不幸一同掉落。整
个事故共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就医。

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救治，相关责
任人员已被控制，湘乡市委市政府已
全力组织救治和处理。

湘乡市一工厂发生窒息中毒事故

4月2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斯特拉特福德镇，一群天鹅在
游人的围观下走在街道上。当日，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斯特拉特
福德镇举行传统活动——天鹅游行，庆祝春天到来。

天鹅报春

清明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除了祭奠先人外，也是亲近自然，
游玩和运动的好日子，人们利用这一时节参加踏青、荡秋千、蹴
鞠、打马球、射柳等一系列民俗体育活动。今又清明，我们一起
回顾以往清明节进行的那些有趣的体育运动。图为2015年4
月2日，清明将至，长沙世界之窗公园推出了“老游戏运动会”，
来自贵州六盘水市的陀螺爱好者正在抽打一个巨型陀螺。

清明，运动好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