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全运会迎来倒计时 100 天
首次邀群众参赛 实现体育梦想

本报讯 （记者齐求是）今天，第十三届全运
会迎来倒计时 100 天。作为中国水平最高、规模
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第十三届全运会将于今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8 日在天津举行。本届全运
会最大的亮点是增加了群众体育比赛项目，老
百姓从全运会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第十三届全运会增设的群众组比赛中，既
有马拉松、攀岩、轮滑等时尚流行项目，又有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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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
实施方案》让群众少跑腿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
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政务信息系统
整合共享实施方案》，围绕政府治理和
公共服务的紧迫需要，以最大程度利
企便民，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好办
事、不添堵为目标，提出了加快推进政
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等重点任务。

“十三五”我国将培养
全科医生 15 万名
为培养更多能看病、看好病的好
医生，适应健康服务、养老服务需求，
我国计划到 2020 年力争规范化培训
住院医师 50 万名，培养全科医生 15 万
名以上。为此，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印
发《
“十三五”全国卫生计生专业技术
人员培训规划》。

今年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
消息称，今年以来，就业工作实现温暖
开局，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稳中向
好：1 月至 4 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
数 465 万人，同比增加 22 万人，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的 42%。

京津冀大数据创新
应用中心投入运营
18 日，位于河北省廊坊市润泽国
际信息港的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
心正式投入运营，并面向公众开放。
用户能身临其境体验物联网、可穿戴
设备、智能感知、视频采集、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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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晚至明日 多云 气温 25℃~34℃ 微风

中国之声一呼百应 中国方案惠及世界
——习近平主席出席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纪实

孟夏草长，花开五月；
万物共生，于斯为盛。世
界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中
国。这一次非比寻常。
2017 年 5 月 14 日至 15 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并主持领导人圆桌峰会，带着对世界形势和
人类命运的观察思考，同与会各方共商“一带
一路”建设合作大计，共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美好画卷。

至论坛开幕前不
到一周，报名参加高
级别会议的人数仍在
不断攀升：1500 多名
中外嘉宾，其中包括 850 多位外方嘉宾，涵盖
130 多个国家、70 多个国际组织……
中国倡议为何具有如此吸引力？
聆听了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的主旨演
讲，
一些与会嘉宾从不同角度给出答案：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世界面临复杂局面，
我
们需要新的合作机制，
消除壁垒，
敞开合作大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期待“一带
一路”倡议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携手前行，造福世人。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西亚尔托认
为，互联互通将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未来产
生决定性影响。

周末热点聚焦

引领世界发展，中国倡议激荡全球回响
“2000 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筚路蓝缕，穿
越草原沙漠，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
之路；我们的先辈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
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
”
5 月 14 日上午，国家会议中心。
“ 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习近平主席发
表主旨演讲，胸怀人类，放眼天下，说古论今，
气象恢弘。能容纳 1600 多人的会议大厅座
无虚席。40 余分钟的演讲，全场报以 27 次热
烈掌声。
中国之声，
一呼百应。
2013 年秋天，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一
带一路”
倡议。
4 年来，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
极响应，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
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载入“一
带一路”
倡议。
中国之邀，
应者云集。

回答时代课题，中国行动彰显大国担当
5 月 14 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两场会晤
的安排颇具深意。
欢迎宴会开始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印度尼西亚
总统佐科。
“当前，很多国家心存疑虑：未来怎样实
现合作发展？”纳扎尔巴耶夫对习近平主席
说：
“您很好地回答了国际社会面临的许多重
大问题。”
4 年前的秋天，
习近平主席出访哈萨克斯
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
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
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承
前启后，正逢其时。
面对各国来宾，
习近平主席道出心声：
“这
项倡议源于我对世界形势的观察和思考。
”
——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
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和平发展的大
势日益强劲，
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
——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
战频发的世界。传统危机尚未解决，逆全球
化思潮又卷土而来，世界举步维艰。
习近平主席在论坛开幕式上的行动宣示
感召世界——
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
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
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
共存的大家庭；
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
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1000 亿元人民币，
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
模预计约 3000 亿元人民币；
……

心系人类命运，中国方案引领光明未来
5 月 15 日，雁栖湖畔，30 多面旗帜迎风飘
扬，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
在这里举行。
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二楼集贤厅内，习
近平主席同 29 国领导人及联合国、世界银
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国际机构负责人

每天都是新的

——访新加坡画家程亚杰
本报记者 李 剑

本市新闻

全运会倒计时 100 天
纪念封在津发行
本报讯 （记者齐求是 通讯员李
聪琮）5 月 19 日，第十三届全运会迎来
倒计时 100 天。天津市集邮公司正式
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
会倒计时 100 天》纪念封一套一枚。

为您导读

涵养文明，
我们不能当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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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领导人首访有什么惯例
“老来红”
一定要查究竟
漫话
“交友之道”
汉语断句琐谈
距第十三届全运会开幕还有

10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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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足等传统项目，还有龙舟、柔力球、太极拳、健
身气功等民族体育项目，以及棋牌类智力体育
项目和航空模型、航海模型等科技体育项目。
据了解，天津市体育局为了配合参赛群众的
选拔工作，联合多地方和部门组织的“我要上全
运”
活动也在陆续进行中。天津市体育局局长李
克敏表示，
力争将这次群众参与全运会的全过程
打造成本届全运会的宝贵财产流传后世。

5 月 25 日，由今晚传媒集团中老
年时报社、文化艺术出版社、智慧山
艺术中心等联合主办的《指尖的彩
虹》首发签售活动，将在今晚大厦举
办。
《指尖的彩虹》是资深传媒人杜
仲华的长篇传记作品，真实生动记
述了一个中国画家从天津出发，独
闯世界，在欧洲进行艺术“朝圣”的
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这本书的主
人公，就是现居新加坡的油画大师
程亚杰。日前，程亚杰接受了本报
记者的专访。
记者：您认为自己成功的主要
原因是什么，
有何人生经验和感悟？
程亚杰：其实也谈不上成功，只
是有机会多看看世界，多接触了一
些自己喜欢的艺术原作，以及不同
世界观的人和事。艺术风格国际化
或许是别人对我的作品认定，其实
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可否认，
常遇“贵人”相助。相对世界来说，
个人很渺小，微不足道。在特定环
境下走得顺畅一些，不单是个人努
力的结果，而是不经意间遇到的贵
人，给了我无形的气场和能力。除
此之外，坚定信心，始终如一朝着目
标努力奋进。
“彩虹”每天都是新的，
如果明天的生活与今天一模一样，你还
会有激情与动力吗？
记者：您是一位不断变换风格和手法
的艺术家，
请谈谈您如何永葆创作激情？
程亚杰：艺术创作需要灵感，见多
识广是灵感的源泉。在维也纳应用美
术学院学习期间，不仅受到奥地利国宝

就不会灿烂，也不会有创作的快感。
想明白了这一点，我才有勇气尝试这
么丰富、有趣的艺术体验，其乐无穷
地付出着，为这个世界贡献着自己认
为的“美”。例如，去年我在拉斯维加
斯美术馆展览的作品中，让我的维也
纳幻想写实风格糅进拉斯维加斯符
号；在柬埔寨参观考察后，又让吴哥
窟石雕与景德镇陶瓷“对话”
。
记者：为什么要请资深传媒人杜
仲华为您著书立传？
程亚杰：杜老师是我的工艺美校
学长，在聊起艺术方面的话题时，不
单内容丰满，而且专业落地。这让我
们瞬间成为知音。写书是在无数次
《永恒的微笑
永恒的微笑》
》
交流中，渐渐形成的共识。
记者：请谈谈您现在正在从事哪
些工作，
今后有些什么构想？
程亚杰：天道酬勤。老天眷顾
我，让我有机会体验这么丰富的世界
文化，我就有责任让我的艺术作品，
为世界文化作出一点贡献。虽然我
的能力有限，艺术造诣不深，但抛砖
引玉的工作是一定要有人来做的，这
是我目前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记者：请您对《中老年时报》的读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
》
者说几句话。
级大师胡特的指点，创作了梦幻现实主
程亚杰：非常感谢《中老年时报》给
义的代表作之一《永恒的微笑》，更有机
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
会参观世界各大著名美术馆，与大师作
对艺术人生的理解和感受。我想，如果
品零距离接触。我最大的期盼是为世
大家聚在一起分享的故事，体验的思
界创作出前所未有的“美”，而得到的回
想，能讲述给我们的下一代听，会是怎
报是美术史的认可和尊重。如果谨小
样的情景？会是多大的财富？又会是
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艺术生命
多么其乐无穷而富有意义的人生啊！

环桌而坐。随着习近平主席敲下木槌，圆桌
峰会正式开始。
平等参与，共襄盛举。
从“加强政策和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伙伴
关系”，到“推进互联互通务实合作，实现联动
发展”，习近平主席全程主持上下午两个阶段
会议，工作午宴时又同各方围绕“促进人文交
流合作”议题展开讨论，聚焦重大问题，为“一
带一路”建设注入强大政治推动力。会议安
排紧凑而高效，
气氛热烈、友好、融洽。
汇集众智，相向而行。明确合作目标、确
立合作原则、细化合作举措，圆桌峰会联合公
报成果丰硕，彰显“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包容、
互利共赢的鲜明特征。
出访 26 次、足迹遍及全球各地，在国内
会晤外国元首、政府首脑 200 多人次，从周边
到大国、从发展中国家到多边国际舞台……4
年多时间，习近平主席亲力亲为，以元首外交
引领中国同各方寻求“最大公约数”，打造全
球伙伴关系网络，外交布局愈发清晰，
“朋友
圈”越来越大。
驼铃声声、帆影幢幢，记录下东西方交流
合作的历史回响，成为全世界共有的文化遗
产。饱含深厚的历史积淀、深沉的历史情怀，
习近平主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为 21 世纪
人类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宽广路径。
习近平主席在高峰论坛上呼吁：
“ 让我
们以雁栖湖为新的起点，张开双翼，一起飞
向辽阔的蓝天，飞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远方！”
（据新华社）

义务法律咨询为买房父母解疑难

本报讯 （记者庞津昆）作为中老年文化节暨读书节系
列活动之一，
“助老维权义务法律咨询”第四场将于明日 10
时至 12 时在今晚大厦（老厦）一楼举办。此次活动由市老
龄委、市律协、市法律援助中心与今晚传媒集团中老年时报
社联合主办。
本报特邀 11 家法律服务机构的律师义务为读者提供
法律咨询。涉老资深律师将就中老年父母普遍关注的如父
母出资为婚后子女购房，子女若离婚，一方配偶能否要求按
共同财产分割；一方婚前贷款购房，若离婚，夫妻共同还贷
的增值部分能否按共同财产分割等涉子女婚后房产纠纷或
疑难，进行解疑释惑。参加活动法律服务机构：市法援中心
及融耀、悦德、相臣、铸权、击水、众晓、张盈、耀达、昊哲、上
海建纬（天津）律师事务所。

周末讲座解读严修一生
本报讯 （记者李梅旭）明日 9 时 30 分，中老年文化节暨
读书节“专家带你读天津”系列讲座，将在今晚传媒大厦（新
厦）308 室举办。届时，南开大学青年学者陈鑫将为读者解
读天津乡贤、
“南开校父”严修的教育人生。此系列讲座由
中老年时报社与天津市问津书院共同主办。

新加坡马来西亚特惠游报名

由天信国旅承办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机六日游，于 5
月 31 日出发，即日开始报名。读者乘飞机赴新加坡，游圣
淘沙岛、国会大厦、鱼尾狮公园、花芭山等地；再赴马来西亚
吉隆坡，参观国家皇宫、国家清真寺、独立广场，赏云顶美
景；最后抵马六甲，参观荷兰红屋、三宝山、古城门等历史遗
迹。因包机清位甩尾特惠，本报读者报名享特惠价 2380
元，限有护照者见报后一周内报名。报名地点：海光寺（南
京路与卫津路交口）经济联合中心大厦 21 层 2181，电话：
23353721、2335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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