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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安庆菱湖公园清风徐徐，绿
荫片片，不少市民在公园里悠闲散步、
游览。1922年农历 9月 9日，15岁的俞
昌准与友人就在菱湖“泛舟往游”。他
写道：“方在初秋，寒暑适中，山有雾而
皆清，水共天而一色。湖之四周，虽其
大不过数里，而可爱者甚繁。斯湖虽以
菱名，而植藕盛，荷花虽没，而叶犹新。”

俞昌准，1907 年出生，安徽南陵
人。1923年赴沪求学，就读于上海南洋

中学。18岁时，俞昌准进入上海大学社
会系就读。其间，受在该校任教的共产
党人邓中夏、瞿秋白等人的影响，俞昌
准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
想。1925年秋，俞昌准在上海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

1926年 8月，俞昌准受党组织派遣
回到安徽南陵，开展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和发动农民运动。1927年春，俞昌准调
任中共芜湖特支书记，他返回家乡谢家
坝，成立了谢家坝党小组，从群众中发
展党员，建立党支部，走村串户宣传土
地革命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俞昌准在芜湖一带
开展地下斗争，创办《沙漠周刊》，宣传马
克思主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
径，明确地提出“敌人有机关枪大炮，我
们有斧头镰刀”的口号，深入厂矿工人群
众中，组织工人群众建立党组织，号召工
农大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

1928年 1月，在俞昌准等人的领导

下，南芜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谢家坝宣告
成立，这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安徽诞生
的第一个红色农民运动政权。随后，俞
昌准领导发动的南芜边区农民武装暴
动，犹如一声春雷响彻南芜边区，极大
地鼓舞了革命士气，有力地打击了地方
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为安徽省农民革
命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武装暴动遭镇压后，俞昌准转移
到安庆，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以安
徽大学学生身份作掩护，领导组织学
生运动。1928年 11月 22日晚，他因叛
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理直气
壮地反驳敌人：“我们共产党领导全国
人民推翻黑暗统治，创造光明的新中
国，何罪之有？”1928 年 12 月 16 日，
蒋介石亲自下令，俞昌准被国民党军
警杀害于安庆北门外刑场，牺牲时年
仅 21岁，难友从狱中带出他用铅笔写
下的两行字：“我知必死，望慰父老”
“碧血今朝丧敌胆，丹心终古照亲人”。

（新华社记者 鲍晓菁）

俞昌准：碧血今朝丧敌胆，丹心终古照亲人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经李克
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国务
院机构改革涉及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
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就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行政法规规
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予以明确。
《决定》指出，要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务院机

构改革涉及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
整问题的决定》确定的原则，平稳有序调
整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和工
作，确保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开展工
作，推进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优化
协同高效。《决定》的内容主要包括：

在保障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和开展
工作的连续性方面，《国务院机构改革
方案》确定由组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

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的，在有关行政
法规规定尚未修改或者废止之前，调整
适用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由组建后的行
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
相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之前，由原承担
该职责和工作的行政机关继续承担。
地方各级行政机关承担行政法规规定
的职责和工作需要进行调整的，按照上
述原则执行。

国务院印发《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行政
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为深入弘
扬“红船精神”，《红船映初心》近日由人
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公开发行。

该书以不忘初心为主题，以“红
船精神”为主轴，以牢记使命为主
线，立足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实，直面

新时代新思想新使命，用生动而丰富
的故事、晓畅而透彻的论述、通俗而
简明的语言，深刻阐释了中共建党先
驱们在建党过程中体现出的开天辟
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
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

为民的奉献精神。该书的出版，有助
于广大党员干部深入领会“红船精神”
的内涵要义和时代价值，为完成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而不懈奋
斗，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重要辅助读物。

《红船映初心》出版

■栗战书 2日至 5日在内蒙古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时
强调，持之以恒构筑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厉行法治确保百姓享
有更多蓝天白云

■韩正3日至4日在福建调研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
等工作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成都6月5日电 （记者余
里）记者 5日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获悉，5日早上 8点 20分，该基地的
大熊猫“娅韵”成功产下一对龙凤胎大
熊猫宝宝，大仔为雌性，初生体重 135.3
克；小仔为雄性，初生体重 148.8克，母
子平安。

初次产仔的大熊猫“娅韵”，于 5
月 3 日出现了减食的临产征兆，6 月
5 日凌晨 3 点 09 分破羊水，早上 8 点

20 分产下大仔，8 点 29 分产下小仔。
据介绍，大熊猫“娅韵”继承了母亲
“娅娅”的优点，母性极强，当“宝宝”
出生时，能够很快地抱起它进行不
断地舔舐。

大熊猫“娅韵”于 2010年 9月 10日
出生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是被
称为“亚运公主”—“娅娅”最小的孩子。

右图：大熊猫“娅韵”产下的龙凤

胎熊猫宝宝。 新华社发

今年全球首对大熊猫龙凤胎诞生

“我们都是洞庭儿女，保护母亲湖生
态环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
将坚守在洞庭湖一线，让隐匿的污染破
坏无处遁形……”3日，21位民间湖长正
式加入保护洞庭湖的行动者队伍。

6月 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
环境日的主题是“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者”，旨在推动社会各界和公众共同参与
生态文明建设，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
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
充分地展示出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开展了一系
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加快推
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
加强法治建设，建立并实施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制度，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深入实
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
划，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
性、全局性变化。

行动方能带来改变。生态文明建设
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
者、推动者。近年来推动我国生态环境质
量改善的力量中，既有党委、政府坚定治
污的铁腕政策，更有人们春节少放一挂鞭
炮、每天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少用一个个
塑料袋、节约一粒粒粮食的具体行动。

日前发布的《2017中国生态环境状

况公报》显示，相比 2013 年，去年全国
PM10平均浓度比 2013年下降 22.7%，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地区 PM2.5
平均浓度下降了约三成。

过去五年，我国长江、黄河等大江大
河水质稳定。随着各地不断加大水污染治
理，一些以前让人不敢近身的臭河沟变身
风景宜人的滨水绿道；饮用水环境安全隐
患得到整治，百姓的“水缸子”更加安全。

行百里者半九十。必须要看到，尽
管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了
稳中向好趋势，但成效并不稳固。粗放
发展的惯性思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污
染防治仍需继续攻坚，一些地方生态恶
化趋势尚未遏制，全社会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还未形成。

比如，快递、外卖在便利了人们生活
的同时产生了大量包装废物；“限塑令”实
施 10年了，但在一些小型市场、商铺，超
薄塑料袋、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依然是包装
“主角”。甚至，“潜龙三号”潜水器在3900
多米的深海都拍摄到了塑料垃圾。浪费
现象也仍然随处可见。办公室的灯和电
脑常亮，餐馆、食堂大量被倒掉的饭菜也
显示“餐桌上的浪费”现象亟须改善。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

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
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度开
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

不久前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资源全面
节约和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
统循环链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
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

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个人都是绿色
发展的一分子。只有每个企业的生产方
式更绿色，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更绿色，我
们的发展才能更绿色。

6月 5日世界环境日当天，由生态环
境部等多个部门共同发布的《公民生态
环境行为规范（试行）》，为每个人树立了
一个绿色行动标杆。

你可以去超市的时候少用一个塑料
袋，减少地球的塑料污染；你可以在炎炎
夏日，把空调温度稍微调高一点，节约宝
贵的能源；你可以对野生动物制品说
“不”，为这些生灵留下更多生存空间；你
可以随手拿起手机，举报家门口那家污
染企业……

只要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携手
同行，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个天更
蓝、水更清、生态更美好的美丽中国就一
定能在我们手中变成现实。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记者高

敬、董峻）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写在2018年世界环境日之际

俞昌准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记者王
玉山）连日来，武警森林部队迅速调集兵
力全力扑救大兴安岭森林火灾。截至 6
月 5日 14时，武警森林部队共投入 7000
余名兵力参与扑救。

内蒙古大兴安岭奇乾林业局阿巴河
林场于 6月 2日发生火灾。6月 3日晚，
利用夜间气温骤降的有利时机，武警内
蒙古森林总队 700余名官兵进行了集中
扑打。目前，阿巴河林场外线明火全部
扑灭，实现全线合围。

内蒙古大兴安岭汗马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6月 1日发生火灾。针对火情，
武警内蒙古森林总队出动 1190 名官
兵，采取一点突破、强攻推进的战术
和分兵合围、边打边清的战法，对火
线进行快速封控和奋力扑打，另有
1280 名官兵在机降点集结完毕，随时
准备机降增援。

6月 3日下午，大火蔓延至黑龙江呼
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警黑龙江森林
总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大兴安岭

地区森林支队 1200余名官兵进行扑打，
对火场进行封控。他们还抽调武警哈尔
滨森林支队、武警黑河森林支队、武警伊
春森林支队等 2000余名官兵分成 3个梯
队向火场开进。

据了解，6月 5日上午，武警吉林森
林总队 1000 名官兵采取摩托化机动方
式，向大兴安岭林区火场快速开进。

目前，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呼
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火仍在紧张扑
救中。

武警森林部队全力扑救大兴安岭森林火灾

本报西昌6月5日电 王玉磊、记
者韩阜业报道：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气
象部门的精准保障下，我国风云二号气
象卫星H星 5日夜间成功飞往太空。

在全球十大航天发射场中，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属于气象条件较为复杂的
发射场之一。该中心地处山区，6月已
进入雨季，傍晚后的雷雨频繁。“在雨季
为火箭寻觅一个安全的发射‘窗口’，考
验着一线气象保障人员。”该中心高级
工程师江晓华说。

1997 年 6月 5日，风云二号卫星首
次发射。由于对发射窗口的天气预报
不准确，在最后的发射窗口也无法满足
最低发射气象条件，导致发射任务中
止。任务在推迟 5天后才又重新组织
发射并取得成功。

直至今日，江晓华仍对那个雷雨交加
的夜晚记忆犹新。他说：“如果我们当时
有自己的气象卫星的话，天气预报就会更
加准确。”

截至目前，风云二号系列气象卫

星均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中心
的气象预报准确率达到 90%以上。“与
21 年前相比，今天的气象信息增加了
上百倍。”该中心气象系统情报组组长
张滢介绍说，气象预报保障能力的不
断提升，与气象信息的不断丰富有着
最直接的关系。该中心在成功发射我
国风云二号、风云四号系列气象卫星
的同时，也享受着它们带来的“福
利”——更加及时、直观、详尽的气象
数据。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精准气象保障“风云”卫星发射成功

夏日时节，位于江苏省兴化市李中镇的水上森林公园满目苍翠，

绿意扑面。水杉、池杉等树木构成了一幅幅夏日画卷，吸引不少游客

前往游览。图为游客在江苏省兴化市李中镇水上森林公园游览。

新华社发

“水上森林”画中游

本报讯 侯融、记者陈国全报道：6
月 1日，海军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有关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双方商定在相关建设规划论
证、专业力量建设、联合训练演练、重大
项目建设等方面加强合作，务实推进军

民融合创新发展。
此次海军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是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军民融
合发展战略思想的有力举措，旨在深
化海军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

有关领域的合作，通过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充分整合力量资源，努力构
建全要素、多方向、高效益的深度融合
发展格局。

海军、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领
导出席签字仪式。

海军与中国核工业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 胡诚、记者邹维荣报道：战略
支援部队近日与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等4家中央企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此次签约合作，是借助军委后勤保
障部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建立
的高层协作平台，在军委机关确定的总
体框架内，通过调研遴选一批具有保密
资质、专业力量强、业绩突出、信誉好、具

有强烈保障意愿的央企，在战略支援部
队层面统一签订军民融合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旨在引入地方优质资源，建立对口
保障渠道，联通部队所需与地方所能，推
动重点建设项目快速高效开展。

战略支援部队与多家央企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