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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湖南常德桃源县教仁学校大
门，抬头就可见一尊宋教仁雕像。四月
春暖，烈士一袭长袍，头戴毡帽，昂首
肃立，目视前方。就在不久前，200余
名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齐集雕像
前，纪念宋教仁为国捐躯105周年。
“千古武陵溪上路，桃源流水潺潺。”

一代英烈宋教仁，其勤奋刻苦的求知精
神、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义无反顾的爱
国精神、倾注一生的法治精神在教仁学
校学子和桃源人民中间广为流传。

宋教仁（1882年－1913年），字钝初，
号渔父，湖南常德市桃源人，是民主革命
的先行者。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唐绍仪内
阁的农林部总长，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

1888年（清代光绪十四年），6岁的
宋教仁进入私塾读书，1899年，升入桃
源漳江书院，1902年，考入武昌普通中
学堂。翌年入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
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
聚会吸引了宋教仁，他常与同学议论
时政，并走上了反清革命之路。

1903年 8月，宋教仁结识黄兴，成
为挚友。同年 11月 4日，他偕黄兴、刘
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筹创华兴会。

1904 年 2 月，以“驱除鞑虏、恢复
中华”为政治纲领的华兴会在长沙成
立，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同
年 11 月，宋教仁抵达日本，先后入东
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学习

期间，他广泛阅读了西方资本主义政
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还翻
译了《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等各
种文稿，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
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了相当深
刻的认识。

1905年 6月，宋教仁创办革命杂志
《二十世纪之支那》，入读日本法政大
学；同年 8月，他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
京成立同盟会，并当任其司法部检事
长，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
的机关报《民报》。

1910 年底，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
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
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

1911年 7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
其美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亲任
总务干事。他来往于上海、两湖各地，积
极发展中部总会分会，筹款购买武器弹
药，推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革命进程。

1913年 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
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
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进一步提
高了他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宋教
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首
身份组阁之际，同年 3月 20日 22时 45
分，被洪述祖暗杀于上海火车站。22日
凌晨 4时 48分不治身亡，年仅 31岁。今
宋教仁墓安于上海市闸北公园。

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评点

宋教仁“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
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

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说：
“（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
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
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多年来，宋教仁家乡的桃源人民
铭记和深切缅怀宋教仁先生的英雄事
迹，弘扬宋教仁的爱国奉献精神，怀念
这位杰出的革命家，桃源人民将宋教
仁的故居原八字路乡粟山坡村改名为
“渔父村”，2011 年 5 月，又将渔父、回
龙、姚家冲三个村合并为“教仁村”。
2001 年将原八字路中学改名为“教仁
中学”，后又将教仁中、小学合并为现
在新建的教仁学校。

桃源县为纪念宋教仁还兴办了六项
工程：宋教仁故居、三杰亭、专著《宋教
仁》、宋教仁学校、影视剧《宋教仁传奇》。

同时，桃源县还规划设计了宋教
仁故居文化产业园，正在筹建宋教仁
博物馆，建立了桃源县宋教仁研究会。

（新华社记者 柳王敏）

上图：宋教仁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为国捐躯宋教仁

14 日正式对外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指导意见》提出，建设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为推进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
索新经验。碧海蓝天的海南省将迎来
生态文明建设的更大机遇，真正成为中
华民族的四季花园。

生态强省“瞄准”建设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的旅游胜地，
通常是人们对海南省的第一印象。的
确如此，这个森林覆盖率高达 62％、空
气优良率保持在 99％以上的海岛省份，
从建省之初就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并在全国率先建设生态省。如今的海
南拥有全国最好的生态环境，大气和水
体质量保持领先水平。

在指导意见中，加快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被单独提出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也成为海南新的四大战略定位之
一。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
代化建设新格局，为推进全国生态文明
建设探索新经验。

在海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蓝图方
面，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年，生态文明
制度基本建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
国一流水平；到2025年，生态环境质量继
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到2035年，生态环

境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居于世界领先水
平；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经济繁荣、社会文
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海南科学发展

的最大资本，实现绿色崛起，最基本的依
托是悉心呵护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海
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教授葛成军说，经
过 30年建省办特区的发展，海南已经站
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进入更有条件、更加
自觉走绿色崛起之路的新阶段。

在葛成军看来，不管是建设国际旅
游岛还是发展自由贸易区，都需要良好
的生态环境和丰硕的自然资源来支
持。他表示，目前海南省还存在部分生
态环境破坏的问题，要优先实施生态修
复，加强环境监管，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等筑牢发展的生态基础。必须坚持在
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发挥和放
大环境与资源的最大综合效应。

三方面发力加快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推动形成绿色生
产生活方式”，是指导意见明确的海南加
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具体发力点。

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教授杨小
波指出，这三大具体要求，从制度、规划
空间管控、人的行为等方面来进行安排

部署，应该说比较科学全面。
他提出，实现生态文明首先一定要

在制度上有所保障，这主要是着眼于建
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从制
度上保障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过程中必
须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专家表示，从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到
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
制度，从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到开展海洋
生态系统碳汇试点，从绿色产品政府采
购制度到环境污染“黑名单”制度，既
有现有政策的落实和深化，也有新领域
的新探索，指导意见提出的数十项政策
织牢了海南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早在 2015年，海南在全国率先开展
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这次指导意
见再次提出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葛成军说，海南必须始终坚持生态
立省，从源头上把好生态关，继续发挥
“多规合一”的引领作用，优化国土空间
开发格局，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
底线、资源利用上限的刚性约束，打造山
清水秀的生态空间、集约高效的生产空
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将生态优势加
快转化为发展优势。同时，积极推进生
态补偿机制建设,鼓励“增绿”“护蓝”。

杨小波提出绿色发展不仅是决策
者和规划的问题，而是强调全民都要有
生态环保的意识，生产生活方面都要注
重低碳、节能减排，形成绿色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人人为美丽海南建设

出力

专家表示，指导意见提出的构建以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评价考核体系，严格
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都
是指向各级领导干部，意在落实环境保
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首先要让广大党员干部破除思想藩

篱，统一思想，强化特区意识、环保意识和
可持续发展意识，为海南如期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葛成军说。
“推动生产企业切实落实废弃产品

回收责任”“建立闲置房屋盘活利用机
制，鼓励发展度假民宿等新型租赁业态”
“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保汽车，
在海南岛逐步禁止销售燃油汽车”“全面
禁止在海南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不仅领导
干部，每个人践行绿色生活方式，都是海
南绿色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专家建议，在海南要加强全民生态
教育，广泛开展群众性生态文明创建活
动，提高全民环境意识，共同推进开展
生态环境整治和优化生态环境质量这
一重大任务。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记者高

敬、代超）

让海南成为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
—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指导意见》之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在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
各地各部门以“开拓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
面”为主题，通过讲座、展板、演出、法律咨询等
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开展各类主题
宣教活动，传播国家安全知识，提高公众自觉
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增强宣教实效。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活动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15日上午，在长春市文化广场的人行步道
上，吉林省公安、网信、保密等十多个部门的上
百块国家安全教育宣传展板整齐排列在步道
两侧，形成了上百米长的展示长廊。

实用性、针对性、趣味性和体验式……在
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各地各
部门举办的一系列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采取知
识讲解、现场演示、法律咨询等，丰富的宣传活
动吸引了各地大批市民参与其中。
——中国疾控中心举办以“走近生物安

全”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通过知识讲座、科
普长廊、参观生物安全实验室等多种形式走进
军营、校园。
——“我的祖国我的安全”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系列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上海东方绿
舟拉开帷幕。
——为将国家安全教育深度纳入公务员教

育培训体系，黑龙江省专门邀请专家进行了“总体
国家安全观和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辅导讲座。

总体国家安全观关乎你我

在江苏省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
“走进新时代 共筑新长城——江苏省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主题展览”中关于海外利益安全的
展板前，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张宇栋驻足良久。
“企业正打算到境外去投资，但企业到境

外投资最大的顾虑和担心是存在这样那样的
风险。”张宇栋说，今天看到国家把海外利益安
全放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面，感觉踏实多了，
企业走出去的底气也更足了。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立足当下、展望未
来的系统性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的范围包括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及海外利益安全等多领域。

在南京地铁十号线绿博园站，江苏省辐射防护协会在这里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核安全专题宣传活动。小朋友们与协会吉祥物亲密互动，参加地铁小课堂，协
会志愿者从孩子们熟悉的用电小常识讲到我国在核电领域的最新进展。

江苏省辐射防护协会主任雷振中介绍，科普活动不仅有关于核与辐射这些对公
众而言过于高深的技术，还包括输变电、移动通信这些日常生活中容易接触到的技
术，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贴近老百姓的直观感知。

提高青年学子国家安全意识

“着火了，快来救火！”一位学生在火情发生后立即呼喊，并让其他学生向老师报
告，拨打 119和学校保卫处电话报告火情，此后学校启动火灾事故紧急处置预案，师
生们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快速有序疏散……

这是11日北京工业大学举行的消防演练活动的情景，400余名师生参加了演练。
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乔俊飞说，这样的应急疏散演练是对学校师生安全意识的一次实
战检验，通过这种生动直观的形式，让大家熟练掌握火灾报警、扑救及疏散逃生等技能。

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一部由复旦大学师生自导自演的话剧
《海上花》，在第一届上海市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微影视作品征集展示活动启
动仪式上上演。

复旦大学本科生居钰乔说，曾经以为国家安全就是对他国的侵略行为作出反
击，“这部戏告诉我，保护国家安全应是时刻准备着的一种状态。”

邀请军事专家作主题报告、利用宣传橱窗和动态屏幕进行宣传、手绘国家安全
主题宣传长图来诠释国家安全关键词……4月以来，清华大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大学积极利用新媒体形式进行安全知识的宣传。14日学校推
出了国家安全知识答题的H5互动页面，以10道选择题来测试自己的安全知识水平。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认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国家安全教育
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保障和重要内容，面向全校师生开展系列国家安全教育活
动，是为了不断提升师生的国家安全意识。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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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间谍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为加强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
间谍行为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线索的举报受理工作，自2018年 4月
15日起，国家安全部开通互联网举报
受理平台网站 www.12339.gov.cn，
接受组织和个人的举报信息。

任何组织和个人可通过登录该
网站，对发现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行为、间谍行为和其他危害国家安
全行为的情况线索进行举报，也可
以拨打全国统一的举报受理电话
“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机关
将依法受理举报信息并对有关组织
和个人依法举报的行为予以保密。

国 家 安 全 部 开 通
互联网举报受理平台

4月15日上午，位于安徽省无为县高沟镇的±1100千伏吉泉长江大跨越架线北岸张力场正在紧张施工。图为导线

展放后的昌古特高压长江大跨越工程北岸跨越塔。 新华社发

4月 15日，适逢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这一天，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举行
的开放训练吸引了众多目光。

春雨后的华北某军用机场，碧空如
洗，风轻云淡。11时许，伴随着震耳欲
聋的发动机轰鸣声，6架红、白、蓝 3色
涂装的空军歼-10表演机滑出停机坪，
依次滑向起飞线。
“目前，世界上只有 3个国家使用

三代机进行飞行表演”。八一飞行表演
队飞行指挥员、原队长曹振说，“用我国
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战机进行飞行表演，
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国家综合实力的全
面提升。”

始建于 1962年的空军八一飞行表
演队，先后换装了歼-5、歼-6、歼教-5、
歼-7EB、歼-7GB和歼-10共 6型表演
飞机。“除了歼-5、歼-6外，其余 4型表
演机都是在改革开放后换装的。”曹振
说，表演机型的更新换代，尤其是 8年
前换装的歼-10，见证了中国航空工业
的长足进步，表明中国空军的现役装备
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起飞！”11时 16分，在现场观众翘

首以盼中，6架歼-10表演机按照 3机、2
机和单机顺序腾空而起，犹如离弦之
箭，直刺苍穹。

蓝天舞者，劲舞蓝天。表演机升
空后快速编队，旋即用让人眼花缭乱
的动作冲击着观众的视觉，震撼着观
众的心灵：单机大仰角上升、双机对
头、四机向上开花、五机水平开花……
充分展示了力量之美、速度之美、惊险
之美。

来自北京的现场观众温红彦，不
时用手机拍下空军战机与社会公众
“同框”、与祖国蓝天“同框”的震撼图
景，她说，“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里，实地目睹八一飞行表演队刀尖上
的空中芭蕾，既震撼又振奋，更加深
切地感受到国家安全自信、强国兴军
自信。”

多次报道过八一飞行表演队的媒
体记者王晓玉说，“每次看到八一飞行
表演队的表演，我都充满了安全感。
有强大的人民空军，我们不惧怕任何
敌人。”

相比现场观众的自信，在国外观看
八一飞行表演队的华人华侨更多了一
份自豪。从 2013年首次走出国门参加
莫斯科国际航展开始，近年来八一飞行
表演队先后参加了 2015年兰卡威国际
海空展、中泰空军“鹰击-2015”联合训
练闭幕式飞行表演和 2017 年迪拜航
展，并在迪拜航展的返程途中赴巴基斯
坦进行了飞行表演。
“每次走出国门，表演队都受到了

当地华人华侨的热烈欢迎。华人华侨
在为祖国强大而自豪和感动的同时，也
在感动着我们。”八一飞行表演队政委
刘俊义说。

他回忆，2017年迪拜航展期间，供
职于迪拜一家餐饮公司的张俊岭，见到
飞行员就邀请合影。这位 25岁的小伙
子说：“中国空军的每一场表演我和同
事们都观看，许多外国同事都向我竖起
大拇指，称赞中国空军厉害。出国两年
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作为中国

人自豪。”
刘俊义说，飞行表演队是强国兴军

的窗口、改革开放的窗口、军事交流的
窗口，为世界看中国、民众看军队，提供
一个重要平台。通过出国参加航展，迎
宾飞行表演，与外军同行同台竞技、互
学互鉴，帮助他们树立了全球视野、世
界眼光，让他们明白了什么是世界一
流、怎样超越世界一流。

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强盛，也让
飞行表演队日益频繁走向世界舞台；人
民群众的自信和自豪，是对国家强盛的
最好认可，也是对飞行表演队的最大鞭
策。成立 56年来，表演队先后 3次参加
国庆首都阅兵，7次参加珠海国际航展，
为 168个国家（地区）的 723个代表团进
行了 600余场飞行表演。

25分钟表演，精彩纷呈；22个高难
度动作，酣畅淋漓。

在机场，静态展示的歼-10同样引
人注目。女飞行员陶佳莉说，改革开
放、强国兴军，成就了中国首批歼击机
女飞行员。我们既要当好优秀的表演
员，更要成为出色的战斗员，守卫空天、
保卫和平。

走下歼-10、走近观众的八一飞行
表演队队长曹振忠颇有感慨：改革开
放强大了人民军队，人民军队更有能
力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宁。新时代，
八一飞行表演队将努力建成世界一流
的飞行表演队，放眼世界、追求卓越、
传递和平。
（据新华社天津4月15日电 记者

张玉清、黄书波、张汨汨）

改革开放让中国的空天更安全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空军向民众展现歼-10特技飞行目击记

特高压工程顺利跨越长江天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