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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月月1111日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广场前举办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广场前举办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鲜康鲜康 摄摄

6月11日，游客在秦陵博物院参观。
当日，由陕西省文物局主办、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承办的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陕西省主会
场活动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丽山园陵前广场举行，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时代共进 人民共享”。

活动期间，全省各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文博
单位围绕活动主题，将举办120余项形式多样的线
上线下活动。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陕西举办陕西举办20222022年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宣传活动宣传活动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察粮情、问粮事，进稻田、看长势……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太和镇永丰村考察调研时强调：“要加强现
代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技术培训，把种粮
大户组织起来，积极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
业、高效农业。我们有信心、有底气把中国
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一重要指
示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确保粮食安全指明
了努力方向。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对粮食安全这
一“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于
心、念兹在兹。在全国两会期间看望参加
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
委员时告诫“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
有丝毫麻痹大意”；在海南考察调研时叮嘱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
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在河南考察
途中临时下车察看小麦长势，指出“夏粮丰
收了，全年经济就托底了”……从东北平原
到中原大地，从育种基地到鱼米之乡，“十
分关心粮食生产和安全”的背后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粮食安全问题的
高度重视，彰显了大党大国
领袖见微知著的战略思维、
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驾驭
发展的高超能力。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
之重宝。”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
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手中有
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当前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我国经济
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
升，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不确定风险增
加。“三农”向好，全局主动。只有端稳端牢
中国人的饭碗，才能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
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只有牢牢
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稳住农业基本盘、守
好“三农”基础，才能筑牢应对风险挑战的

“压舱石”，砥砺“惊涛骇浪从容渡”的能力。
端牢中国人的饭碗，我们有信心。这

份信心源自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源自于国家粮
食安全战略的深入实施，也
源自于我国粮食生产“十八
连丰”积累的雄厚物质基
础。看总量，我国粮食产量
连续多年站稳 1.3 万亿斤台

阶。看人均，人均粮食占有量达 483 公斤，
高于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看储备，我国
粮食库存处于历史高位，水稻、小麦自给率
保持在 100%以上，防范风险能力增强。看
当下，今年春播粮食面积 9.4 亿亩左右，比
上年略有增加，夏粮生产形势总体较好，夺
取丰收有基础。“天帮忙、人努力”，我们完
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依靠自身力量把
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

粮食安全的根基是能力安全。我国农
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
步提升，是端牢中国人饭碗的底气所在。
近年来，从严格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实
行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以好政策
稳住种粮预期、鼓足种粮干劲，到实施高标

准农田建设工程、黑土地保护工程，让更多
农田变良田；从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
关，实现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全覆盖，良种
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超过 45%，到物联
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智慧农业，
为粮食生产插上科技的翅膀……正是因为
锚定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推动粮食生
产效率的全链条优化、全方位提升，让农民
掌握先进农业技术，才用最好的技术种出
了最好的粮食，为粮食丰收保驾护航。

粮稳天下安。经过多年艰苦努力，从
当年 4 亿人吃不饱到今天 14 亿多人吃得
好，有力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
正如联合国粮食峰会特使所说：“中国很好
地管理好了自己的粮食库存，不仅保障了
中国人民的粮食供给，也为世界人民的粮
食安全作出了贡献。”心怀“国之大者”，巩
固拓展来之不易的成绩，把大国粮仓的根
基夯得更实，我们就一定能把中国人的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维护世界粮食安
全贡献更多积极力量。 （桂从路）

端牢中国人的饭碗，“我们有信心、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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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双脚丈量了巴山镇的每一寸土
地，10年间爬坡过沟走遍了群山环绕的 7
个行政村、45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累计行
程 26.36 万公里。她就是汉中最美快递
员——王永碧。

2012年 12月，在外务工的王永碧回到
家乡，成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汉中市
镇巴县分公司巴山邮政所的一名投递
员。从此，收快递、寄快递、送快递成了她

日复一日的工作。工作以来，王永碧投递
包裹 29.6万件、报刊 455.2万份，被群众亲
切地称为移动的“邮所”。

2018年，巴山邮政所附近修路，这条在
悬崖之上通往县城唯一的路临时用竹板搭
起的桥替代。交通不便了，这里的乡亲没
急事尽量都不出门。王永碧却不行，她每
天必须要把几十公斤重的邮件送到 2.5公
里外邮政代办点的邮车上。路不通，车子
过不去，只能靠人背。一天早上刚下过雨，
王永碧背了一袋子邮件出了邮所，要赶在
邮车发车前把这些邮件送到代办点。过桥
时，她脚下一滑，重重地摔了一跤，一只腿
卡进了竹板的缝隙，装邮件的口袋也被甩
了出去。向下看就是百米悬崖，王永碧吓
得哭出了声。眼看邮车发车时间快到了，
她顾不上害怕，慢慢爬起来，拾起口袋重新
背在肩上，颤巍巍地过了桥。

每日，王永碧骑着绿色三轮车往返于

松树、鹿池两个代投点和巴山邮政所之间，
时间久了她成了乡民的朋友。遇到住得远
的乡亲和腿脚不便的老人，她一趟趟上门
收寄，有时还帮他们捎带蔬菜、日用品等。
这给了王永碧一些启发，于是她调整服务
思路，以邮政网点平台为依托，搞起土特产
自购邮寄、代收代缴电话费、助农取款、网
购代购、服装加工、百货商品销售等多种经
营，这种多元化服务模式极大方便了周围
群众。

她还利用邮政优势，宣传、助推农特产
品进城，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她自主运营
微信电商，常年推广销售土豆、土蜂蜜、腊
肉、干菜、竹笋、野生猕猴桃、茶叶等，将老
百姓的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去年中秋节
前，在外地的老乡通过微信看到王永碧在
售卖家乡的野生猕猴桃，立马下单，王永碧
赶紧上门联系刚刚采摘了猕猴桃打算售卖
的张大妈，赶在中秋节前寄给了远方的老

乡。前段时间，镇上一位 70多岁的大妈找
到王永碧，原来老人在山上掰的 1000多斤
竹笋没卖出去，想让她帮忙。王永碧二话
没说，用她的网络渠道几天就帮老人卖了
出去，老人高兴地说：“你真是个好娃！”仅
2021年，王永碧帮老乡销售的农产品就达
5104件，农户增收 4.6万余元。

2020年疫情期间，王永碧主动揽下制
作抗疫袖章的活，白天忙完投递工作，晚上
抽空缝制，并将一个个红色执勤袖章及时
送到值班人员手中。除此之外，她还多次
帮助贫困老人陈福明，给他送去大米、食用
油、衣服等，尽她的一份绵薄之力。

今年 5月，对王永碧来说，可谓双喜临
门，她获评陕西省劳动模范，还正式成为
一名共产党员。王永碧激动地说：“是党
给了我荣誉，我一定要践行好初心使命，
继续为乡亲们服务，做一名乡亲们喜爱的
快递员。” 本报记者 毛静

大山里的移动“邮所”
——记陕西省劳动模范、巴山邮政所投递员王永碧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发现并修复罕见“仰卧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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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鲜康）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考古工作又
有新进展，出土于秦陵百戏俑坑的“28号俑”修复完成，这
尊“仰卧俑”因其姿态奇特引起研究者关注。

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陕西省主会场活动11日上
午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举行，当日首次对外公布刚刚修
复完成的出土于秦陵百戏俑坑的“28号俑”。这尊陶俑，
不同于坑中其他较为常见的站姿或坐姿的陶俑，而是呈
现出仰卧的姿态，暂被称为“仰卧俑”。

这尊陶俑出土于K9901陪葬坑，这座陪葬坑于 1999
年试掘，并于 2011年至 2013年进行了整体重新发掘，共
出土彩绘陶俑近30件，目前共修复25件。由于其出土的
陶俑与兵马俑有着较大的差别，据专家推测这些陶俑是
为秦代宫廷提供百戏表演的百戏俑，并将该陪葬坑暂定
名为“百戏俑坑”。

与秦兵马俑坑象征着军阵的内涵所不同的是，百戏
俑坑是象征着秦代宫廷娱乐杂技的机构。“28号俑”出土
于秦始皇陵K9901百戏俑陪葬坑中部，发掘时残破非常
严重，由数十块残片组成，其头部及双手缺失。“28号俑”
的保护修复共历时 9个多月时间，修复完成后俑身通长
154厘米、重101.4公斤。

另外，修复人员在“28号俑”的保护修复中还在其腹
部表面彩绘之上发现一处三连指手指纹的痕迹，在陶俑
双臂发现有明显的夹纻痕迹，并在膝盖处发现有二次覆
泥痕迹，这些都为后期研究陶俑制作工艺提供了重要的
方向和线索。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 胡璐）今年
6月 11日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 11
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
国世界自然遗产数量达到 14项，自然与文化
双遗产 4项，数量均居世界第一，总体保护状
况良好。

据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世界遗产
包括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世
界文化遗产 3类。我国已有世界遗产 56项，其
中，世界自然遗产、双遗产共 18项，总面积达
7.06万平方公里。

“这些遗产有效保护了中华大地上最具代
表性的地质遗迹，最优美的山岳、森林、湖泊，最
珍稀濒危的动植物物种。”这位负责人说，18项
遗产地还保护了 200多个文物保护单位、非物

质文化遗产、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
传统村落，平均每年为当地带来超过 140亿元
的旅游收入。

他还说，今年是我国首批世界遗产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35周年。35年来，中国的世界遗
产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形成了依托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护
管理世界遗产的有效机制，有力推进了自然保
护地与自然遗产协同保护。根据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IUCN）《2020年世界遗产展望》评估报告
显示：世界自然遗产和双遗产中，全球整体状况
处于“好”和“较好”的比例为 63%，中国比例为
89%。18处世界自然遗产和双遗产总体保护状
况良好，优于国际平均水平。

我国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
双遗产数量均居世界第一

据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 尚
绪谦）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 10 日改选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部分
成员，中国成功连任。

据悉，联合国大会 10 日改选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席位按地区分配。经联
大不记名投票，亚太地区、非洲地区、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西欧及其他地区、
东 欧 地 区 的 17 个 国 家 当 选 ，任 期 从
2023 年 1 月 1 日开始，为期 3 年。东欧

地区有一席位空缺，将择日再选。
此外，根据西欧及其他地区内部

轮换规则，联大通过不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批准列支敦士登代替奥地利，任
期从 2023 年 1 月 1 日开始，为期 1 年。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是联合国宪章
机构之一，负责处理联合国经济、社
会、发展、文化、教育等事务，共有 54
个成员，每年由联大改选其中的三分
之一。

中国连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成员

一年一度的“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来临，全国非遗宣传展示
活动拉开帷幕。展演展示、互动
体验、产品展销……越来越多非
遗项目线上线下融入现代生产
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
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
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新华社记者近期在多地调
研，感受非遗传承发展情况。

为“绝活”注入青春气息

山西省新绛县“90后”小伙
儿蔺霄麟多年前从黄土高原前
往韩国学习现代陶瓷工艺，如今
毕业，他毫不犹豫返乡。“我的目
标就是要传承好澄泥砚。”

澄泥砚，中国四大名砚之
一，孕于秦汉，兴盛于唐宋，明代
达至炉火纯青。因看似碧玉，抚
如童肌，叩之有金石之声，用则
腻而不滑，发墨而不损毫，它的
制作技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爷爷和父亲都是澄泥砚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蔺霄麟
从小耳濡目染，渐渐喜欢上了这“泥土间”的艺术。

留学归来后，蔺霄麟大胆创新，通过调整窑温及窑内
氛围，使澄泥砚的颜色从原来的 3种增加到 8种，并在设
计上注入更多青春元素。他还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通
过开网店、直播等，让澄泥砚走入更多年轻人视野。

“我希望在保留澄泥砚传统内核的同时，融入更多时
代元素。”蔺霄麟说。

随着越来越多青年人加入，传统的“非遗”正被赋予
当代审美内涵，重回生活。

你见过会变脸、喷火的木偶吗？31岁的徐宁通过创
新，为省级非遗项目邵家班子杖头木偶戏注入新活力。

徐宁出生在甘肃省张掖市，当地人称杖头木偶为“肘
娃娃”。娃娃以木头作为撑杆，外面装饰戏服、头饰等，唱
戏的人用手肘把木偶撑起来，掌控着娃娃的表情和动作，
以应和秦腔唱词。在娱乐匮乏的年代，当地婚丧嫁娶都
要唱一出杖头木偶戏。

在四川上大学时，徐宁迷上了川剧变脸和吐火，跟随
恩师刻苦学习4年。毕业后，他回到张掖市在甘州区文化
馆工作，邵家班子杖头木偶戏“不受年轻人欢迎”的困境
深深刺痛着他。他下决心为木偶戏寻找新路。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