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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周玮

嘉兴着力打造新时代“重走一大
路”精品红色旅游线路，让游客沉浸式
感受共产党人初心使命；“党的故事我
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
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依托科技、
携手教育、融合旅游，人们由此触摸到
有温度的百年党史。

从红色旅游升温到三星堆考古引
发世界关注，从“博物馆里过大年”渐成
新年俗到马首铜像归藏圆明园广泛激
发爱国热情，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
里的文字就这样“活”起来，源自人们内
心深处对中华文化的价值认同和深刻
自信在新时代升腾凝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鲜明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
针。2017年春节前夕，中办、国办出台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
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作。近日，中央宣传部正式印发《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
重点项目规划》，未来五年传承发展工
作蓝图绘就。

谋划“十四五” 满足人民群众文
化新期待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是党和国家延续中华文脉、传承优
秀传统的重大战略举措。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开启之年，谋划好下一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十分关键。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实施4年之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
出台，制定出未来五年传承发展路线
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文化新期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是动态、开放的系列工程。规划明确了
23个重点项目，包括15个原有项目：中
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国家古籍保护及
数字化工程、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中国
传统村落保护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发展工程、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
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戏曲
传承振兴工程、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
创作工程、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
程、中华老字号保护发展工程、中国传
统节日振兴工程、中华文化新媒体传播
工程、系列文化经典、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工程，还有8个新设项目：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工程、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
工程、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
中华古文字传承创新工程、农耕文化传
承保护工程、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城

市文化生态修复工程、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程。

规划注重在记忆、传承、创新、传播
四个方面着力：摸清文化家底，建立完
善文化资源数据库，加强典籍整理编纂
出版，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化的历史渊
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做好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工作，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
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加大投
入力度，运用现代科技力量，提高保护
传承水平；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
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推出一批优
秀文艺作品，积极推动传统文化内涵更
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贯穿国民教育
始终；融通多媒体资源，主动设置议题，
创新表达方式，注重转化利用，加大传
播力度，增强传播效果，大力彰显中华
文化魅力。

文化家底逐步摸清 研究阐发全
面展开

2021年元旦，《记住乡愁》第七季
在央视播出，讲述一座座古城的悠长文
脉与家国情怀。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项目之一，《记住乡愁》
受到海内外观众好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以
当代眼光审视和解读古代典籍，寻求优
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
间的深度契合点，目前已推出《论语》
《孟子》《左传》《黄帝内经》等五批共计
40种图书。

工程实施4年来，15个重点项目持
续推进，文化家底逐步摸清，研究阐发
全面展开。

——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
名录体系，认定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
余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372项；认定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3068名；设立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

——积极推进文物、非遗、古籍、地
方戏曲剧种、美术馆藏品普查和复核工
作；加强文化资源普查成果的转化利
用，《全国地方戏曲普查报告汇编》已经
成书。

——公布两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片区分县名单、实现全国31个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实施百年
党史文物保护展示工程，青海第一个核
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保护研究等重点工
程深入推进。

——截至目前，已公布135座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799个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6819个中国传统村落，划定历
史文化街区912片，确定历史建筑3.85
万处，不少有价值的工业建筑、文化景
观也逐步纳入保护体系。

——完成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
培育戏曲人才，名家传戏——当代戏曲
名家收徒传艺工程每年扶持100位戏
曲名家向200名青年演员传授200出
经典折子戏；传承戏曲经典，中国京剧

像音像工程录制京剧经典传统剧目
350多部，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试录制
25部剧目。

——截至2020年，全国制定颁布
古籍保护国家标准、行业标准14项；累
计完成普查登记数据270余万部，占总
任务的 94％；累计修复古籍 360多万
叶，培训古籍从业人员1万余人次；全
国累计发布古籍数字资源达7.2万部。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
实施以来，共有195卷启动编纂工作，
其中 32 个分卷进入出版社的编校程
序；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采风录
制收集整理散存于各地区、各领域的民
族音乐资源，录制约128小时的采风样
品。

……
实践证明，以实施工程的方式推动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很好发挥了引领示
范作用，传承有抓手、发展有路径。

从2018年建立由中央宣传部牵头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部
际协调组以来，各成员单位共同研究协
调传承发展重大问题，论证、指导重大
工程项目实施，各地陆续制定出台相关
扶持政策，加强督查调研，提供制度保
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形成全
国一盘棋。

融入生产生活 助力全面小康
一起看“人面桃花相映红”，一起听

“稻花香里说丰年”……亲友围坐品鉴
《中国诗词大会》，被不少人视作精神享
受。

截至目前，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收
视超过30亿人次。越来越多普通人展
示诗词才华、传递文化力量，凸显“诗词
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日常”。

4年来，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更多地
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国民教育各领
域，滋养精神根脉、点亮小康生活。

将中华文化传承与重大节庆相结
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积极作为，
抓住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等契
机，因地制宜举办一系列接地气、有生
气的“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组织全
国大中小学开展“传承的力量”学校体
育美育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
列活动，在全国高校建设106个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在全国中小学建
设近3000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
承学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
入学校教育全过程各方面；开展“网络
中国节”系列网络文化活动，推出一批
传统节日动漫、微视频、视频直播等网
络文化产品……许多曾热衷过“洋节”
的年轻人领略到传统节日的魅力。

与此同时，戏曲进校园、进乡村让
学戏、懂戏、爱戏的人越来越多，节令饮
食、中医养生、传统体育渐成时尚。

把目光聚焦到四川凉山，彝绣、银
饰、漆器等众多传统工艺转化为脱贫生
产力，促进非遗活态保护，也带动贫困

群众就近就业、居家就业。在湖南湘西
州，“非遗+扶贫”让很多拥有刺绣技艺
的外出打工妈妈实现了“守着娃，绣着
花，养活自己又养家”。

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有关部
门支持各地设立各级非遗扶贫就业工
坊超过2000家，带动数十万人就业增
收。

创新表达方式 讲好中国故事
2020年疫情期间，宅家“云观展”，

成为文化生活新方式。《全景故宫》《全
景兵马俑》等一批数字全景展厅项目，
让观众宅在家中就能“漫游”文化遗产
地；只需在手机上轻轻一点，就能近距
离欣赏到精美的敦煌石窟壁画、彩塑、
石窟建筑，敦煌研究院等推出微信小程
序“云游敦煌”受到好评。

创新方式、多元表达、科技赋能，给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带来全新启示。《中
国地名大会》综合调动知识竞赛、文化
解读、文艺呈现、人物故事等多种元素，
挖掘地名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引导广
大受众在“知来路”中“明未来”，为“坚
定文化自信”这一历史命题拓展新内
容。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
推出《大禹治水》《愚公移山》《杨家将》
《大运河奇缘》《百鸟朝凤》等传统文化
动画片，受到小观众喜爱。“中华精品字
库工程公益应用计划”免费提供字库公
益授权，让书法经典“用起来”，让精品
字库融入大众生活，提升公益宣传的视
觉审美。

用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促
进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
提升——

第二届进博会上，首次增设4000
平方米“非物质文化遗产暨中华老字
号”展区，37项非遗项目、69个老字号
在此汇聚，推动老字号“买全球、卖全
球”的同时，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勃勃生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支持项目“舞动中国”，精选《丝路花雨》
《我的梦》《国色·十二生肖》三台艺术精
品，推广到北美、南美、大洋洲，在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阿根
廷、乌拉圭、智利等八个国家的数十座
城市巡回演出，受到广泛赞誉，引发热
烈反响。

“中华之美”海外传播项目，以国际
传播为鲜明特点，着力呈现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记住乡愁》国际版第
一季、二季制作完成并在国家地理频道
播出，引发海外热议；纪录片《佳节》通
过国家地理《华彩中国》栏目、腾讯视频
面向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亿受众播
出，向全球观众开启了一段体悟中国传
统节日文化的奇妙旅程。

在不断的传承、发展与升华中，传
统文化的深沉积淀和深厚滋养，让中华
文化绽放出璀璨的新时代光芒。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让中华文化展现永久魅力和新时代风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12日就日本拟决定核废
水排海事答记者问时表示，为维护国际
公共利益和中国人民健康安全，中方已
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表明严重关切，要
求日方切实以负责任的态度，审慎对待
福岛核电站核废水处置问题。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政府将于
4月13日举行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
海洋排放福岛核电站含有对海洋环境
等有害的核废水。上周五外交部发言
人已就此作出表态。韩国外交部官员
也要求日本政府确保信息公开透明，
按照环保基准客观评估，同所有利益
相关国保持紧密沟通。请问中方对此
有无进一步评论？

赵立坚说，日本福岛核事故是迄今
为止全球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核事故之一，
事故造成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对海洋环

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已经产生深远影
响。妥善处置福岛核电站废水问题关系
到国际公共利益和周边国家切身利益，理
应慎重妥善把握，确保在各有关方共同参
与下，有效避免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
人类健康带来进一步损害。

赵立坚说，目前国际舆论对日方拟
决定核废水排海高度关注，普遍表示质疑
和反对。日本国内也有不少强烈反对意
见。我注意到日方经常要求他国履行国
际责任，现在国际社会都在看着日方，日
方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此事关系重
大，日方应对国际公共利益负责，这也是
对本国民众利益负责。

赵立坚说，为维护国际公共利益
和中国人民健康安全，中方已通过外
交渠道向日方表明严重关切，要求日
方切实以负责任的态度，审慎对待福
岛核电站核废水处置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拟决定
核废水排海事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长期以来，美国以“山巅之城”自
诩，把自己吹嘘成肩负着传播民主自
由的所谓“天赋使命”国家。然而，翻
开美国历史，满眼是暴力、谎言和狡
诈。从亡种灭族的殖民罪行，到让人

“无法呼吸”的种族歧视，从贻害无穷
的武力干涉，到荼毒世界的动乱输出、
误人害己的双标做派……诸多“原
罪”，植根于美国立国发家的基因中。

为掠夺土地和资源对印第安人实施
种族灭绝，是美国罄竹难书的殖民罪行之
一。“住在联邦地区的美国人，用贪婪的目
光注视着那些仍然被印第安人占据的土
地。”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
著《论美国的民主》中精辟刻画了当时的
美国觊觎印第安人资源的丑陋嘴脸。美
国在建国后的上百年中，系统性、大规模
地驱逐和屠杀这些世世代代居住于北美
大陆的原住民。

多届美国政府曾发布政策鼓励对
印第安人的屠杀。1814 年，美国总统
詹姆斯·麦迪逊颁布法令，规定每上缴
一个印第安人的头盖皮，美国政府将
奖励50美元至100美元。从19世纪60
年代到 90 年代，林肯颁布的《宅地法》
把屠杀印第安人的活动推向高潮。该
法规定，每个年满 21 岁的美国公民只
需缴纳 10 美元登记费，就能在西部获
得不超过160英亩（约合64.75公顷）的
土地。在土地和赏金的诱惑下，白人
纷纷跑到印第安人所在区域展开大肆
屠杀。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将军谢尔
曼甚至留下一句“名言”：“只有死的印
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

在美国政府武力威胁下，19 世纪
30 年代，居住在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
被强迫迁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
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饥寒交迫或疾病死
在路上。这条上演无数惨剧的迁徙之
路，被后人称为“血泪之路”。“这一年
寒冷异常。雪花在地面上凝结成一层

硬壳，河里漂浮着巨大的冰块。印第
安人带着自己的家眷前行……他们没
有帐篷也没有车辆……他们的苦难由
来已久，并且觉得自己无法摆脱这些
苦难。”托克维尔对时代悲惨一幕的忠
实记录，至今令人感到哀伤与悲痛。

史料记载，美国政府当年为驱逐印第
安人还使用了很多损招、阴招。从19世纪
70年代起，美国政府雇佣大批猎手疯狂猎
杀印第安人赖以为生的北美野牛，野牛数
量锐减使得印第安部落衣食难以为继；一
些官员常常利用印第安人的淳朴，对其进
行恫吓，令其迫于恐惧自行搬走。此外，美
国还采取虚伪的“保留地”制度和“同化”政
策，令残存的印第安部落陷入不可逆的穷
困潦倒中，文化传统被逐渐瓦解。“用尊重
人道的方式来消灭人，美国可谓是行家里
手。”托克维尔一针见血指出。

1887年至1933年，全美印第安人被
夺走大约9000万英亩（约合36.42万平方
千米）土地；从15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
印第安人人口从500万骤减至25万。这
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种族灭绝”。美国印
第安部落立岩苏族主席戴夫·阿尔尚博愤
怒地说：“美国发展史就是一部印第安人血
泪史。我们的人民已经遭遇这种待遇几百
年，实在是受够了！”

美国的殖民罪行何止于此。历史
上，美国一度兼并菲律宾，占领古巴，
策动巴拿马独立；对拉美，“温言在口，
大棒在手”，打造“美国人的美洲”；对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以

“门户开放”为幌子，和其他殖民主义
国家分羹……殖民主义成为美国根深
蒂固的思维方式，至今在金融、传媒、
文化等领域，以不同形式体现。

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国家，居然
长期在人权领域以“教师爷”自居，实
在是世界史上的怪现状！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殖民罪行难逃历史控诉
——揭批美国五大“原罪”系列评论之一

新华社德黑兰 4月 12日电 （记
者 高文成）伊朗外长扎里夫12日指责以
色列应对11日发生的伊朗纳坦兹核设施故
障负责，并称将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扎
里夫当天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上说，这是以色列对伊朗争取解除不公正制
裁努力的报复行动，伊朗不会允许以色列的
意图得逞，将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故障发生后，伊朗国内有舆论认为
伊朗应退出在维也纳举行的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会谈。扎里夫呼吁伊朗各
界不要落入“以色列设计的陷阱”。

他表示，在纳坦兹核设施故障中受
损的是第一代离心机，将被更换为更先
进的设备，这将提高伊朗在要求美国解
除对伊制裁时的地位。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11日

谴责针对纳坦兹核设施的“敌对行动”，
认为这是“核恐怖主义”行径。伊朗原
子能组织发言人卡迈勒万迪11日早些
时候说，纳坦兹核设施电力系统发生故
障，但未造成人员受伤或辐射污染。

本月10日，伊朗总统鲁哈尼下令
启动纳坦兹核设施内的164台 IR-6型
离心机，开始生产浓缩铀。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协
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
划，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协
议限定伊朗只能使用IR-1型离心机开
展铀浓缩活动。2018年5月，美国政府
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
一系列对伊制裁。2019年5月以来，伊
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但
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伊朗外长指责以色列破坏伊朗核设施

4 月 11 日，火箭爱好者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彼得保
罗要塞展示自己制作的火箭
模型。当日，俄罗斯圣彼得
堡举行火箭爱好者聚会，纪
念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
太空飞行 60周年。尤里·加
加林于 1961 年 4 月 12 日成
功实施人类历史上首次太空
飞行。 新华社发

圣彼得堡
火箭爱好者大聚会

纪念加加林
太空飞行60周年

4月11日，工作人员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运送中国科兴新冠疫苗。哥伦比亚采
购的新一批中国科兴公司新冠疫苗11日晚运抵哥首都波哥大。按照哥伦比亚全国疫
苗接种计划，这些疫苗将主要用于部分优先接种人群的第二剂接种。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记者
王立彬）为规范耕地占补平衡，发挥社
会监督作用，自然资源部将主动公开
补充耕地项目与地块信息。

记者12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首
批公开的1200个补充耕地项目与地
块信息已经挂出。自然资源部网站还
设立意见收集功能，接受各界监督。
耕地占补平衡发现问题并最终核定属
实的，自然资源部将督促地方整改处
置；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将移交有关
部门进一步查核并追究责任。

据悉，为确保补充耕地真实可信，
自然资源部连续3年集中开展补充耕
地核查。2018年随机抽取6203个项
目实地核查，发现补充耕地不实的虚
假项目占10%；2019年，自然资源督
察系统随机抽取7214个2017年以来

补充耕地项目实地核查，涉及耕地面
积245.1万亩，发现虚假补充耕地8.3
万亩，占核查面积的3.4%；从2019年
3月开始，历时1年，利用卫星遥感影
像，结合第三次国土调查，对全国各地
拟用于占补平衡的9.6万个项目开展
全面核查，涉及耕地面积1800万亩，
核查发现31.4万亩补充虚假，占核查
面积的1.7%。

据介绍，核查中发现的这些问题，
既有管理不到位、监管不力的原因，也
有耕地后备资源匮乏、一些地方难以
落实补充耕地甚至“无地可补”的问
题。自然资源部将不断加强耕地占补
平衡监管，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
果为基础，科学分析评判全国耕地后
备资源潜力，改进并构建更合理的耕
地占补平衡新机制。

我国耕地占补平衡情况将向全社会公开

哥伦比亚采购的新一批中国科兴疫苗运抵首都波哥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