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来自巴基斯坦、牙买加、埃塞俄比亚等国的江苏大学留学生走进镇江市和平
路街道金山水城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制作、品尝腊八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腊八节俗称“腊八”，即农历十二月初八，古人有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吉祥的
传统，一些地区有喝腊八粥的习俗。相传这一天还是佛祖释迦牟尼成道之日，称为“法
宝节”，是佛教盛大的节日之一。

岁终之月称“腊”的含义有三：一曰“腊者，接也”，寓有新旧交替的意思（《隋书·礼仪
志》记载）；二曰“腊者同猎”，指田猎获取禽兽好祭祖祭神，“腊”从“肉”旁，就是用肉“冬
祭”；三曰“腊者，逐疫迎春”，腊八节又谓之“佛成道节”，亦名“成道会”，实际上可以说是
十二月初八为腊日之由来。

洋学生体验腊八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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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政法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法战线
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新时代政
法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政
法战线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
一手抓当前、一手谋长远，为维护改革
发展稳定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希望全国政法战线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强化“四个
意识”，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工

作预见性、主动性，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加强过硬
队伍建设，深化智能化建设，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
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
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主要任务，努力创造
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
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要坚持抓发
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选好配强政法
机关领导班子，支持政法各单位依法履
行职责，积极研究解决制约政法工作的

体制机制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政法工作
提供有力保障。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22日在北京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
书记郭声琨在会上传达习近平重要指
示并讲话。

会议强调，全国政法机关要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持“三个一以
贯之”，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打好三大
攻坚战，以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产权司
法保护为切入点，以防控好各类风险为
着力点，以全面深化改革、现代科技应
用为动力，深入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
国和过硬队伍、智能化建设。紧扣新时
代新使命，适应新矛盾新要求，推动新
时代政法工作有新气象新作为，确保国
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的局面进
一步巩固，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的能力进一步提高，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的水平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
就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履行好四项主要任务

习近平致信全国个体劳动者第五次代表大会强调

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作用
坚守实体经济落实高质量发展

在全国个体劳动者第五次代表大
会开幕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大会，代
表党中央，向全体与会代表及全国广大
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信中指出，我国个体私营
经济是改革开放的产物。40年来，在党
和国家鼓励、支持、引导方针政策指引
下，个体私营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
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
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发展实体经济，
推进精准扶贫，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提
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广大个体私营
企业经营者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
作用，坚守实体经济，落实高质量发展，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习近平强调，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
协会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当好政策
法规的普及者、深化改革的推动者、能
力素质的提升者、党的建设的组织者，
为个体私营企业搭建发展平台、创造发
展环境，切实做好各项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批示中指出，希望广大个体私
营企业经营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爱国敬业，守法诚信，

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大力弘扬企业家
精神和工匠精神，积极投身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在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实体
经济加快升级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更大贡献！各相
关部门、各地区和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要
牢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持续深化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积极
为个体私营企业排忧解难，落实好减税
降费等各项政策，依法保护产权等企业
各项合法权益，以更有力的举措打造良
好营商环境。

22日上午，全国个体劳动者第五次
代表大会在京开幕。国务委员王勇在
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和李克强的

批示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贺信
的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加
快推动个体私营经济转变发展方式、优
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努力开创
个体私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个体私营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
发展、服务社会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各地
相继成立了个体劳动者协会和私营企
业协会。截至 2017 年底，全国个体工
商户达6579.4万户，私营企业2726.3万
户，从业人员合计3.41亿人。

2018亚足联U23锦标赛组委会昨日
发表声明说，近日有部分网络媒体报道
称，中国球迷对中国队在小组赛最后一
轮对阵卡塔尔队比赛时的裁判判罚产生
不满，因此集体抵制到场观赛，用空场的
方式来表达不满。经组委会核实该新闻
为不实新闻。

组委会表示，本届比赛于1月9日—
27日在江苏常州、昆山、江阴和常熟四个
城市举行。根据亚足联规定，本次赛事
门票收益属于各赛区所有，因此比赛门
票由各赛区组委会进行销售。常州赛区
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组织了 12000—
15000 名观众观看了三场中国队小组
赛。除中国队场次外，其他场次均未组
织观众，而是由各赛区进行门票销售或
向市民派发门票。

组委会坦言，除了中国队以外的比
赛场次球票销售情况均不理想，日本、越
南和韩国等邻近国家在华球迷较多，每
场均有150—200人的球迷赴现场观赛；
中西亚等球队比赛基本没有主客队球迷
观赛。组委会分析原因认为：一是本项
赛事为国家青年队比赛，较著名的球星
不多；二是比赛期间赛区处于寒冬，气温
较低，前期还有雨雪天气；三是比赛时间
大部分为工作日的下午和晚上。

组委会表示，根据每场亚足联赛后
报告中的观众人数统计，非中国队比赛
的观众人数在中国队被淘汰前后并无太
大变化，并非由于中国队小组未出线而
导致观众人数急剧减少。此外，该项赛
事前两届在阿曼和卡塔尔举行时，除东
道主及邻近国家场次以外的比赛上座率
也较低。上届比赛，非东道主比赛的场
均观众人数只有200人。因此部分网络
媒体所谓的“呼吁空场抵制”等情况是不
符合事实的。

男足U23亚锦赛组委会辟谣

部分网络媒体所谓
“空场抵制”不实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针对日本 NHK 电视台播出 731 部
队纪录片一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
日表示，中方赞赏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揭
露和直面历史真相的勇气，希望日方认
真倾听国内外的正义呼声。

华春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发动了令人发指
的细菌战，有关史实铁证如山，不容否
认。

“我们赞赏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揭露
和直面历史真相的勇气，希望日方认真
倾听国内外的正义呼声，正确认识和深
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切实尊
重中国和其他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
情。”她说。

日本NHK电视台
揭露731部队罪行
外交部表示赞赏

“中药农药”或将取代化学农药，从源
头上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中国科学家从传统中药材中觅得灵
感，成功研发出纯中药制剂植物源生物农
药。如今，此类生物农药正在农药行业逐
步推广，力求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筑起坚
实的防火墙。

农作物“喝中药”能防病治病？
隆冬的黄土高原，天寒地冻，一片萧

瑟，而在甘肃省永靖县三塬镇下塬村的日
光温室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一排排
青涩的樱桃小番茄、鲜艳的红草莓、绿油
油的蔬菜长势喜人。

看着眼前的一切，温室大棚负责人张
海军乐开了花。“一年多来，大棚里的这些

‘金蛋蛋’没有发生过一起病虫害。”
农作物一旦发生病虫害，种植风险就

随之而来。化学农药虽可以“治愈”疾病，
但也会引发农药残留，对食品安全构成威
胁。以前，张海军也为此头疼不已，直到
2016年遇到兰州交通大学天然药物开发
研究所教授沈彤后，他的顾虑打消了：使
用“中药农药”也可以“防病治病”。

沈彤和他的团队历时多年研发了一
种纯中药制剂的植物源生物农药系列产
品。不同于化学农药，这些“中药农药”以
传统药食两用中药材为原料，不仅有防
病、杀虫作用，还能为农作物“补充营养”。

张海军是“中药农药”的受益者。“拿
樱桃小番茄来说，一个生育周期只需要使

用4次‘中药农药’，而且没有农残，产量
还高。如果用化学农药，一周就得打一
次，农残高，成本也高。”张海军说。

对研发者沈彤来说，推广应用生物农
药，不仅仅是减少农药残留，还能改善生
态环境，减少对水土的污染。

2014年，沈彤及其团队研发的“中药
农药”产品在国家农业部农药检定所通过
新药登记检测。截至目前，“中药农药”系
列产品已在甘肃、陕西、四川和新疆等省
区100万亩10多种农作物种植上进行了
试验示范及推广应用。

生物农药可望迎来发展“春天”
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绿色安全”成为人们对食品的普遍追
求。为此，中国政府近年来严格管控化学
农药使用，努力从源头上解决食品安全及
环境污染问题。

2015年，被称为中国“史上最严”的新
食品安全法实施，提出将加快淘汰剧毒、高
毒、高残留农药，推动替代产品的研发和运
用，鼓励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一场食品安全“保卫战”已悄然打
响。从2015年开始，农业部组织开展“到
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加快推
进农药减量增效。同时，农业部要求加快
生物农药推广应用。

据农业部最新消息，中国已登记生物
农药有效成分102个、产品3500多个，分
别占农药登记的 16％和 10％，每年仍以

4％左右的速度递增。据统计，中国生物
农药年产量达到近30 万吨（包括原药和
制剂），约占农药产量的 8％。生物农药
防治覆盖率近10％。

甘肃省植物源生物农药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推广部部长李国利介绍，作为一类
天然源农药，生物农药近年来呈现良好的
发展势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投入资金
研究和开发生物农药。中国目前累计有
近100家研究机构从事生物农药研发，生
物农药类别也很丰富。”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
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
验室副研究员陈铎之说，近几年，中国在
发展生物农药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同
时对化学农药的生产、登记和使用管控越
来越严格。

目前，相关企业和部门每年在农业部
登记申报的生物农药占绝大多数，化学农
药仅占少部分。

李国利坦言，随着今后生物农药科技
研发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广泛推广应用，化
学农药的生存空间或将不断被挤压，而生
物农药将迎来蓬勃发展的“春天”。

吃得安心、放心不再仅依赖进口
在甘肃省兰州市几家大型综合超市

里，进口水果和蔬菜尽管价格较为昂贵，
但依然畅销。受访的多位消费者表示，购
买进口食品主要是为了吃得放心。“现在
很多水果过量使用化学农药，确实让人担

心。”采访中，一位“80后”消费者坦言。
兰州交通大学副校长刘振奎介绍，人

们对过量使用化学农药的恐惧反映的正
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

专家表示，尽管生物农药的发展正逢
其时，但因价格、接受程度等因素仍面临
推广难题。

沈彤认为，相较于化学农药，生物农
药的治病杀虫及营养能力已得到基层农
技推广专家及部分种植户的认可，但生物
农药价格略高，对使用方式、时机和用量
要求更高，在应用层面不容易得到普遍接
受。中国是农业大国，生物农药的推广不
能只看眼前利益，更要看重它对农业生产
带来的巨大利益和长远的潜在价值。

陈铎之对此表示认同，他说，生物农
药特别是植物源生物农药，毒性小，对环
境友好，符合“绿色植保”的理念，从保护
土地资源、提高农产品质量等长远利益来
看，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事实上，一些使用过生物农药的种植
户对此也赞同。“60 亩的枸杞，用化学农
药，保守估计一年得打6至7次，有时杀不
死虫卵，还得多打几次，得2万多元，还不
算人工成本。用生物农药，一年只需打４
次，花费不到2万元，而且产量相对提高
了 10％。对比下来，使用生物农药优势
更显著。”甘肃省玉门市一家枸杞生产基
地的负责人说。

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生物农药应用
前景广阔，如果能够大面积推广，可望从
根源上保障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还在害怕买蔬菜、水果有农药残留，担心食品安全？
农作物已经开始“喝上”纯中药制剂植物源生物农药

“中药农药”能否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香港理工大学（理大）昨日表示，该

校研发的“光学离焦”软性隐形眼镜可减
慢儿童近视加深速度达六成，并已成功
将其转化为商品。

据研究人员介绍，儿童在发育期间，
眼球或因迅速成长而被“拉长”，导致进
入其眼睛的光线聚焦在视网膜前方，而
并非视网膜上，形成近视。理大研发的

“光学离焦”软性隐形眼镜利用眼睛的自
然回馈机制，使眼球生长成能以最接近
正常视力聚焦的大小。

理大早前安排128名8岁至13岁的
近视患者参与研究，结果显示，“光学离
焦”软性隐形眼镜能有效减慢学童近视
加深速度达60%。

理大眼科视光学院主任杜嗣河表
示，该项新技术特别适用于近视率偏高
的地区。他说，很高兴经过多年的研究，
该款镜片终于可以成功商品化，切实地
造福有需要的学童。

视觉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人兼总监梁
子文建议，儿童在四五岁开始定期检测
视力，接受专业人员评估是否需要戴该
款控制视力的隐形眼镜。一般来说，整
个控制近视的疗程大约10年，每天至少
戴八小时，产品售价大约一年 8800 港
元。

香港理工大学研发

一款隐形眼镜可助
学童减慢近视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