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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厦门，蓝花楹绽放在街角巷
尾，清风拂过，这些蓝紫色的小精灵随
风曼舞，成为这座海上花园城市别具韵
味的城市景观。

从朝阳初升到夕阳西下，位于厦门岛
东北角的五缘湾湿地公园中，人流从未间
断。在这座免费开放的湿地公园里，人们
或漫步，或奔跑，移步换景，领略大自然的
神采风韵。

“我基本上天天下班就会来这边跑
步，在五缘湾跑步，有一种远离城市喧嚣
的放松感。”常来这里锻炼的厦门市民陈
先生告诉记者。

这块12.57平方公里的“城市绿肺”，
约占厦门岛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园区主要
由滩涂、海湾、池塘、林地、农田、水库、草
场、灌丛等丰富多样的生态景观改造而
成，是各种生物觅食、栖息、繁殖之地。公
园内，常有成群结队的白鹭出现。

“过去五缘湾内分布着大片滩涂、杂
乱的鱼塘和垃圾。由于人为筑堤养殖，区
内滩涂淤积严重，加上地处厦门岛东北角

的风口处，发展不被看好。”湖里区常务副
区长林充贺回忆15年前的五缘湾。

五缘湾的“变身”与环岛路的建设联系
在一起。当年厦门建环岛路有两个方案：
一是直接利用原有老海堤，工程造价节省，
但却面临海堤外侧大片滩涂景观差需要整
治的问题；二是跨海架桥，做大五缘湾内
湾，这样可以增加优质的生活岸线。经过
反复论证，最终选择了跨海架桥方案，形成
了片区总体开发思路——环岛路跨海架
桥，原有外湾清淤两岸造地，拓展海湾；内
湾退塘还海，打开海堤，引水入湾。

如今，在厦门五缘湾海域，人们时常
可以看到中华白海豚在海面欢快跃动的
美丽身姿。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喜欢栖息在亚热带海区的河口咸淡
水交汇水域，厦门的白海豚主要分布在厦
门西港、同安湾口。

多年来，厦门市坚持社会、经济、生态
协调发展，在国内建立了首个中华白海豚
自然保护区，率先出台中华白海豚保护规
定，引领实施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

不断探索、逐步形成了“立法先行、规划引
领、科技支撑、精准管护、区域合作、公众
参与”的厦门海洋珍稀物种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模式。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洪荣标博
士介绍，中华白海豚是近岸海域生物食物
链的顶端物种，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一片
海域有中华白海豚，表示该区域的海洋生
态系统健康，生物资源丰富，环境质量较
好。因此，中华白海豚被视为海洋生态的
指标物种和近岸海域的“旗舰”物种。

他欣喜表示，通过立法保障、生态环
境修复、加强科研支撑、鼓励全民保护等
方式，素有“海上大熊猫”之称的白海豚的
种群数量在厦门海域趋于稳定。

在厦门环东海域的下潭尾滨海湿地生
态公园，滩涂上，茂密生长的红树林半淹在
涨潮后的海水里。七八座红树林之“岛”，
引来三五成群的白鹭栖息，形成别样风景。

这座公园是厦门市开展“蓝色海湾整
治行动”的三大项目之一，总体规划面积
约404公顷。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项目负责人余炎烽
说，上世纪80、90年代，由于填海造地、海
上养殖、海洋污染等原因，厦门原有的红树
林遭到破坏。近年来，厦门针对原有红树
林进行生态修复，打造湿地公园，并在海沧
湾岸线、环东海域沿线地带种植红树林，全
市种植红树林总面积超过100公顷。

厦门红树林品种以秋茄为主，这一被
称为“海上森林”的树种有利于底栖生物
和海鸟生存，形成生物多样性；树林根系
紧密，有保护岸线的作用，被称为“海岸卫
士、消浪先锋”。红树林吸收二氧化碳能
力强，下潭尾滨海湿地生态公园因此成为
厦门碳排放中和点。

记者了解，2019年，是厦门实现推进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行动目标的关
键一年，厦门市将继续完善城市空间治理
体系，在推动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体系、生态系统价值核算绿色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提升生态环境信息化管理水平等
方面再进一步。

据新华社厦门5月5日电

——打造生态花园之城的厦门实践

生态高颜值 城在花园中

新华社天津5月5日电（记者周润健）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中
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5月6日3时3
分迎来立夏节气。此时节，全国大部分地
区平均气温在18至20摄氏度。

每年阳历5月6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
45度时，为立夏节气开始。在天文学上，立
夏表示即将告别春天，迎来夏天。

“泥新巢燕闹，花尽蜜蜂稀。”这是一个
充满活力、大地换新颜的季节。放眼望去，
蛙声蝉鸣，草长莺飞，绿肥红瘦，云卷云舒，
一派生机勃勃的大好景象。正如唐代高骈
在《山亭夏日》诗中所云：“绿树阴浓夏日
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
架蔷薇一院香。”

立夏后，正是“从春到夏”的季节转换
时节，人们要顺应这一转变，及时调整好自
己的起居方式和生活节奏。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
科主任李艳玲表示，立夏之后，人的体
力、脑力消耗增大，睡眠时间不足，容易
犯困。为保证饱满的精神和充沛的体
力，建议午饭后安排一段时间小睡；夏天
是晨练的好时节，建议每天抽出 1小时
左右的时间，在室外进行锻炼，如散步、
慢跑、体操、打太极拳等，锻炼到微微发
汗即可；在饮食上，要低脂低盐，多维生
素，清淡为主，如莲子、小麦、玉米、黄
瓜、丝瓜等，也可适量吃些红豆，有助于
心脏养护。

新华社达喀尔5月4日电（记者邢
建桥）塞内加尔国民议会4日通过宪法改
革法案，决定永久取消总理职位。

当天，塞内加尔国民议会经过辩论，
最终以124票赞成、7票反对、7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通过了此项法案，决定将总理职
位从塞内加尔政治体制结构中去除。

塞内加尔司法和掌玺部长马利克·萨
勒当天对媒体表示，取消总理职位并以总
统为中心的行政程序，将允许总统直接接
触到公共政策的实施、监督和评估。他
说，取消总理职位将在未来4年为塞内加
尔节约3.3亿美元的预算。

塞内加尔现任总理穆罕默德·迪奥纳
4月7日组建新政府时曾宣布，政府首脑
职位将被永久取消，他将是塞内加尔1960
年独立以来第13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理。

塞内加尔决定
永久取消总理职位

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在社交媒体上
说，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前一日的通话“富
有成效”，“有很大潜力”改善对俄关系。据
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介绍，二人通话超
过一小时，双方讨论了委内瑞拉局势、军
控、朝核、“通俄门”调查报告等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两人在美国“通
俄门”调查报告出炉后首次通话，也是在
美俄关系紧张、委内瑞拉局势复杂化、朝
核问题再度趋紧等背景下的一次直接沟
通。选择在此微妙时间点通话，显示特朗
普政府急于彻底甩掉“通俄门”包袱，但此
举能否“重启”对俄关系还有待观察。

【新闻事实】
根据克里姆林宫的声明，普京3日应

邀与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两人就双边
关系现状与前景进行了磋商；普京介绍了
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4月25日的
会晤成果；双方还谈到了委内瑞拉和乌克
兰局势。

俄方声明说，两国元首认为此次对话
“务实且具有建设性”，双方还表示有意在
各层级继续进行沟通。

对于美国媒体最关注的“通俄门”调
查，特朗普3日下午在白宫见记者时说，
普京在通话中调侃该调查是“雷声大、雨

点小”。
根据俄方声明，在朝核问题上，普京

强调朝方已认真履行职责，应减轻对朝制
裁压力；在委内瑞拉问题上，普京强调只
有委内瑞拉人民有权决定其国家未来。

【深度分析】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问题

专家孙成昊说，“通俄门”调查报告出炉
对特朗普产生了一定“松绑”效果，让他
更有底气与普京打交道。接下来，他可
能重新着手推动缓和美俄关系，不排除
寻求与普京举行会晤、推动双边具体合
作的可能性。

不过，孙成昊认为，美俄关系走到今天
的地步绝不仅仅是由“通俄门”调查造成
的，除历史因素外，还因为美方目前将美俄
关系定位为“大国竞争”。因此，即使两国
在元首外交层面有一些象征性的缓和动
作，双方关系也难以发生实质性改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
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说，俄美领导人此次
通话有利于双方就朝核问题展开沟通，打
消美方对“普金会”的疑虑。普京也可借
此向美方传递朝方在无核化问题上的诚
意，促进朝核问题的国际协调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樊
曦）就公众关注的“买短乘长”问题，中国
铁路总公司5日表示，如果旅客没有按规
定补票强行越站乘车，到站后铁路部门将
加收已乘区间应补票价50%的票款。

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规定，在有
运输能力的情况下列车为有需求的旅客
办理越站补票，铁路工作人员在办理旅客
列车越站补票手续前，会根据当前车内人
数、前方站预售车票情况，判断本车是否
还有富余运输能力。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秩序，在客流
高峰期的重点列车、重点区段，如果列车
没有运输能力，将停止办理越站补票手
续，并引导旅客按车票票面标明的车次、
区段、座号乘车，防止出现严重超员情况，
影响后续旅客乘车。如果旅客没有按规
定补票强行越站乘车，到站后铁路部门将
加收已乘区间应补票价50%的票款。

据以色列军方5日消息，截至当天，加沙
地带武装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约450枚火箭
弹。作为回应，以军出动战机和坦克打击巴
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
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在加沙地带的约
260个军事目标。双方至今已死伤数十人。

这轮冲突为何会爆发？以色列长期封
锁加沙，加沙武装组织是否还有抵抗能
力？冲突是否会升级？

新一轮巴以冲突为何爆发
自去年3月底起，加沙居民每周五都

会聚集在边境地区进行“回归大游行”抗议
活动。本月3日，两名以色列士兵在抗议
活动中被开枪打伤，以军随后轰炸加沙地
带致两名哈马斯人员死亡。哈马斯和杰哈
德随即向以境内发射数百枚火箭弹，新一
轮巴以冲突爆发。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此前曾承
诺放松对加沙封锁，包括扩大捕鱼区、减少
对加沙居民出行限制等。但以色列随后并
未明显放松对加沙封锁。加沙方面认为以
色列此前的承诺不过是内塔尼亚胡大选期

间的“权宜之计”，自己被“骗”了，新一轮巴
以冲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1948年5月14
日，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第一次中东战
争爆发，近百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巴
勒斯坦将5月15日定为“灾难日”,每年都
要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等活动。2019年
的“灾难日”临近，也是巴以冲突爆发的重
要背景之一。

加沙武装是否还有抵抗能力
以色列严密封锁加沙地带，严格控制

物资和人员进出，武器及用于制造武器的
材料很难从以色列偷运入加沙。另一边，
哈马斯在加沙南部与埃及接壤处挖掘大量
地道，走私民用及军用品等，维持对加沙的
控制。但一名哈马斯安全人员表示，目前
仅有不到10条地道在运转，其余20多条

地道已被关闭。
加沙地带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哈马斯

等武装组织具备“抵抗”以色列的能力，但
与以军实力相差悬殊。2014年后哈马斯
向以发射火箭弹的频率大幅降低，但单次
发射的数量明显增多，以此向以方示威并
展示实力。

本轮冲突是否会升级
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和加沙双方近

年来的冲突都在可控范围内，每轮武力冲
突都是“点到为止”，达到政治目的后就停
火。新一轮巴以冲突也不太可能演变成大
规模战争。

尽管内塔尼亚胡5日称将继续对加沙
地带进行大规模打击，但分析人士认为，他
的这一表态一方面是向加沙地带武装分子
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是为了给以色列民众

一个交待。目前，内塔尼亚胡的新政府正
在组建中，且以色列即将迎来“独立日”等
纪念活动，加上特朗普将推出“世纪协议”，
以色列并不想让冲突升级为战争。

美国官员近期透露，美国将在斋月后
向巴以送上“大礼”，暗指美国将推出“世纪
协议”。这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就开
始酝酿的设想，因不包括“以1967年边界
为基础建立两个国家”等内容，一直遭到巴
方反对。

目前从巴方表态看，巴方强烈反对美
国提议的立场没有变化。巴总统阿巴斯等
多次表示拒绝接受美国的“世纪协议”。哈
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也指出，巴勒斯
坦人民挫败“世纪协议”的决心是一致的，
不管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任何巴
勒斯坦人都不会接受这一协议。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巴以缘何爆发新一轮冲突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5月5日，浙江省武义县一家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在学习编蛋网。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史
竞男）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科研
诚信与学术规范”在线学习平台日前在中
国知网正式上线发布。

近年来，学术造假、撤稿事件时有发
生，学术不端问题受到社会普遍关注。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科
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惩戒学术不端，力戒
浮躁之风。教育部也将强化对学术不端
行为的监督查处列为2019年工作要点，
对学位论文作假行为“零容忍”。

据介绍，为预防学术不端行为的发
生，加强科研诚信教育，依据教育部《高等
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中国知网开发
了“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在线学习平台，
嵌入了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系统，
围绕高校学生论文写作和科研中涉及的
学术规范、科研伦理问题，提炼知识点并
结合案例、情境等，为高校开展科研诚信
教育提供信息化手段。

“科研诚信与学术
规范”学习平台上线

据新华社平壤5月5日电（记者程
大雨 江亚平）据朝中社5日报道，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4日指导了当天在朝
鲜半岛东部海域进行的前沿及东部前线
防御部队火力打击训练。

报道说，金正恩对没有事先预告、突
然组织的火力打击训练取得成功予以高
度评价，对前沿及东部前线防御部队保持
无论何时下达命令都可立即进入战斗的
快速反应能力“表示极大的满意”。

报道说，此次训练的目的是判定和检
查前沿及东部前线防御部队的大口径远
程火箭炮、战术制导武器运用能力，执行
火力任务的精确度和武装装备的战斗性
能，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动员全军大力开
展神枪手、名炮手运动，做好经常性的战
斗动员准备。

金正恩指导朝鲜
军队火力打击训练

告别春天 今日立夏

5月4日，泰国国王玛哈·哇集拉
隆功（左）和素提达王后在曼谷大王宫
出席加冕仪式。

泰国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加冕
典礼4日在曼谷大王宫举行。

新华社发

泰国国王加冕

据新华社伊斯坦布尔 5月 5 日电
2018-2019赛季土耳其女排超级联赛决
赛5日进行了第五回合的较量，中国球员
朱婷所在的瓦基弗银行客场3：0完胜老
对手伊萨奇巴希，总比分3：2成功卫冕联
赛冠军。与此同时，朱婷也蝉联了联赛
MVP（最有价值球员）称号。

本次系列赛采用五场三胜制，在上一
场比赛中，瓦基弗银行在手握冠军点的情
况下被对手逆转，总比分战至2：2。本场
比赛，瓦基弗银行几乎没有给伊萨奇巴希
任何机会，直落三局拿下比赛，三局比分
分别是25：17、25：18和25：21。瓦基弗
银行在卫冕成功的同时，也拿下了队史第
11个土超联赛冠军。

朱婷再获MVP

瓦基弗银行卫冕土超女排
联赛冠军

美俄首脑通话
“谈心”易“交心”难

中铁总表示强行越站乘车
将加收50%票款

买短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