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要闻 2019年4月24日 星期三
编辑/刘永明 图编/杨诚 美编/胡万元 校对/曾迎春

连线

评
论

扫
码
看
本
报

更
多
精
彩
报
道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0华
诞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月23日
出席在青岛举行的庆祝人民海军
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12时40分许， 习近平来到青
岛奥帆中心码头。在雄壮的乐曲声
中，习近平检阅海军仪仗队，随后
登上检阅舰。

13时许， 检阅舰鸣笛启航，驶
向阅兵海域。

此刻，人民海军32艘战舰威武
列阵，战机振翅欲飞，远涉重洋前
来参加庆典活动的13国海军18艘
舰艇整齐编队。

14时30分许， 检阅舰到达预
定海域。海军司令员沈金龙报告受
阅部队准备完毕，习近平下达检阅
开始的命令。激昂的《分列式进行
曲》在大海上响起。

受阅舰艇分成潜艇群、 驱逐舰
群、护卫舰群、登陆舰群、辅助舰群、
航母群破浪驶来。受阅飞机呼啸临空。

自1949年4月23日从江苏泰
州白马庙启航，人民海军在党的指
引下，一路劈波斩浪，逐步发展成
为一支能够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海上武装力量。
受阅舰艇通过检阅舰时，一声

长哨，官兵整齐站坡，向习主席致
敬。“同志们好！”“主席好！”“同志
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军乐作
伴，涛声作和，习近平的亲切问候
同官兵的铿锵回答相互激荡，统帅
和官兵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新时代，新航程。习近平对人
民海军建设高度重视，先后多次视
察海军部队，发出“努力把人民海
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 的号
召。人民海军正以崭新姿态阔步向
前、逐梦海天。

15时许，检阅舰调整航向，向参
加庆典活动的来访舰艇编队驶去。

国际舰队检阅，是海军这一国
际性军种特有的海上礼仪活动，是
世界各国海军友好交流的一种独
特方式。

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日
本、菲律宾、孟加拉国、文莱、韩国、
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缅甸
等国的舰艇悬挂代满旗，按照作战
舰艇、辅助舰船的顺序，以吨位大
小排列，依次通过检阅舰。

■据新华社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4月23日上午在青岛集体会见了
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
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
表团团长， 代表中国政府和军队
向出席活动的各国海军官兵表示
热烈欢迎。

习近平说，海洋对于人类社会
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的
和平安宁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
益，需要共同维护，倍加珍惜。中国
人民热爱和平、渴望和平，坚定不
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军队愿同
各国军队一道，为促进海洋发展繁
荣作出积极贡献。我们要像对待生
命一样关爱海洋。中国海军将一如

既往同各国海军加强交流合作，积
极履行国际责任义务，保障国际航
道安全，努力提供更多海上公共安
全产品。

习近平说，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国家间要有事多商量、有事好
商量，不能动辄就诉诸武力或以武
力相威胁。 各国应坚持平等协商，
完善危机沟通机制， 加强区域安
全合作，推动涉海分歧妥善解决。
这次多国海军活动，将召开以“构
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为主题的高
层研讨会，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增
进共识，努力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
共同体贡献智慧。

■据新华社

富有新意和特色的装潢，别出
心裁的图书陈列，相伴而生的咖啡
水吧……如今，这样类似文化消费
空间的“网红书店”以其高颜值吸
引了一大批粉丝。只不过，早先人
们去书店目的一般很明确：买书或
者看书。但在大批走进“网红书店”
的人眼中，书不是重点，拍照才是：
找角度，摆POSE，摁快门，大功告
成。（4月23日 中国新闻网）

“网红书店” 其实就是以前传
统实体书店的“升级版”，由于受多
种因素的影响， 如阅读数量下降、
电商冲击等，传统实体书店盈利微
薄甚至入不敷出，大多数实体书店

不得不关张另觅生计。 但随后，在
流行文化的影响下，实体书店将售
书与其他商业元素结合起来，如咖
啡、茶、有特色的装修，意在吸引人
们前来，并促使其消费。

然而，正所谓“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由于这些“网红书
店”的装潢、副产品消费设计过于
精致，最后反而喧宾夺主，让人意
不在读书，而在拍照了。所以我们
才看到这样一幅景象： 人们前往
“网红书店”完成“打卡”，拍照便是
“打卡”的主要内容。当然，“只爱拍
照不读书”不能怪书店把环境弄得
太好了，关键还是在个人的阅读兴

趣和热情，不爱读书的人，无论是
身处皇宫还是寄居田舍，都不会静
下心来啃一本书。 在每年的读书
日，国际上都会有各国的人均年阅
读量统计排名，老实说，我国的个
人年均阅读数量这些年是颇令人
尴尬的。 前不久还有新闻报道说，
中国未成年人的阅读量与往年相
比呈下降趋势，这多少反映了我们
在阅读方面确实落后了一步。

导致阅读量下降的原因，现代
化可能勉强算得上一个。 电视、电
影、网络、层出不穷的游戏、娱乐，
都在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将我们
拉入了一个极力追求感官刺激的

“美丽新世界”，而传统的阅读因为
需要耐心、需要时间，成了被不少
人淡忘的“故纸堆”。就像前段时间
那位爆红网络的“流浪大师”，因为
读了些书， 从而被好事者竞相追
逐，甚至惊为天人，这些因为不读
书而显得浅薄的嘴脸，遭到“流浪
大师” 的深深鄙视：“不是我懂得
多，而是你们读书太少。”

宋真宗作为一代皇帝，亲自“劝
学”：“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
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
金屋。”但其实，读书是不用劝的，若
到了劝的地步，也是勉强为之，不得
良效。有人建议“网红书店”举办有

趣的活动， 让单纯打卡拍照的人被
阅读的乐趣吸引，主动买书读书，一
起促进人们读书数量的提高。 如果
这样能够提高阅读量，当然可行，然
而， 读书最关键的还是个人主动养
成良好的习惯，从阅读中找到乐趣，
将读书成为贯穿一生的活动和习
惯，这才是提高阅读的最好办法。

英国作家毛姆说，“读书是人
生的避难所，任何不快都可以用书
本空间屏蔽掉。”除此之外，读书更
应该是人类自身快乐的源泉，因为
它可以用想象和智慧去拓展整个世
界，拓展我们的人生，还有什么可与
之比拟呢？ ■本报评论员 张英

不爱读书，“网红书店”也救不了你

习近平出席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万吨大驱”首舰亮相海上阅舰式

在驱逐舰群接受检阅
时，055型“万吨大驱”首
舰、舷号101的导弹驱逐舰
“南昌舰”，亮相阅舰式。

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
海军活动的前一天， 中国
海军发布最新宣传片《中
国海军 和平力量》，首次曝
光了055型驱逐舰海上航
行的画面。 海军官方微博
“人民海军”将这一画面单
独截出发布， 并配以文字
“万吨级驱逐舰首舰海上
航行画面首度公开 ”，是
055“万吨大驱”的首次“官
宣”。

随着舰名、 舷号相继
公布，表明“南昌舰”已进
入海军现役序列。

■据央视

提前“官宣”

习近平集体会见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

努力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链接

4月23日，“万吨大驱”首舰“南昌”号导弹驱逐舰亮相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新华社 图

本报4月23日讯 “自助
法院 ”一站式服务，最多跑一
次，道路交通事故网上数据一
体化 ，诉讼费收费 、退费智能
化……今天， 省高院发布我省
法院2019年度司法便民惠民
15项举措，将在全省法院集中
推出。

去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
提供从查询到咨询、接收材料等
一站式服务， 律师甚至不用出
门，在家就能网上立案，这是我
省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现代化
建设。全省法院将加快诉讼服务
中心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推进
跨区域立案诉讼服务改革，解决
异地诉讼难等问题； 探索建立
“24小时自助法院”。

在群众关注度较高的诉讼
费收费、退费方面，推行当事人诉
讼费退费备用金制度， 实现诉讼
费精细化、智能化管理，让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在群众“少跑

腿”方面，全省法院将强化“巡回
审判”工作力度，切实将司法服务
送到人民群众的家门口。 在关爱
困难群体方面， 积极推行执行保
险救助工作， 积极推进保险救助
工作， 加大对困难群体的司法救
助力度。

今天发布的司法便民惠民
举措中， 不仅能减少群众诉累，
节省当事人诉讼成本，还能节约
司法资源。此外，全省法院还将
大力推行一审民商事案件繁简
分流，全面实施行政诉讼案件一
审集中管辖，推行民事再审案件
“立审合一”，进一步加强律师执
业权利保障，不断完善审判流程
公开、庭审活动公开、裁判文书
公开、 执行信息公开四大平台，
开展“为农民工讨薪”、优化营商
环境、执行等专项活动，开展“湖
南环保审判三湘行”活动，深入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邱杨雨生

省高院发布2019年度司法便民15项举措
“自助法院”一站式服务最多跑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