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音
� � � � 综合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宣布美国退
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此举招致美国
国内多方的批评和反对，前总统奥巴马、加利福尼亚
州州长杰里·布朗，以及60多个城市的市长都表达了
批评意见。在《巴黎协定》通过时起到积极作用的奥
巴马说，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是让美国“加
入了少数拒绝未来的国家行列”。美国60多个城市的
市长发布了一份共同声明， 表示他们不欢迎特朗普
总统的举动。

在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后，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声明说，他相信，美国的一些城市
和州，还有商业界，会同其他国家一起，继续展现远

见和领导力，努力实现低碳、适应性强的经济增长，
为21世纪的繁荣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和市场。

欧洲的德、法、意三国政府1日发表联合声明表
示，2015年缔结的《巴黎协定》产生的动力不可逆转，
三国坚信《巴黎协定》不会重新协商，执行《巴黎协
定》将创造大量商业机会。三国将强化努力，支持发
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国家和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
国家，帮助它们实现气候保护和适应的目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日表示， 中方愿与
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共同维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
《巴黎协定》成果，推动协定实施细则的后续谈判和
有效落实，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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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退群”
世界继续前行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5月31日， 第27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十大读书人物” 评选结果在河北廊坊揭晓，
82岁的湖南科技大学退休教授夏昭炎和杨莲
金夫妇获此殊荣。他们是本年度获选“十大读
书人物”中年龄最长的两位。

2004年，夏昭炎罹患胃癌，切除了四分之
三的胃， 手术后同老伴杨莲金回到家乡株洲
市攸县石羊塘镇谭家垅村。 看到村民沉迷于
打牌，他们就牵头办起农家书屋、文化活动中
心，吸引大家看书、跳舞、健身；留守儿童多
了，他们就办起少儿假期学校，免费给孩子们
授课，组织开展文体活动；家乡考上大学的学
生太少， 他们就带头捐款设立奖学基金。总
之， 农村文化生活缺什么， 他们就设法补什
么；父老乡亲需要什么，他们就设法做什么。
夫妻俩被村民亲切地誉为当代“新乡贤”。

夏家祖堂旁有几间破败的老屋，夏昭炎设
法买了下来，找来泥瓦匠，盖瓦补墙，很快修整
好了一间房间。2009年4月的一天，夏昭炎叫上

杨莲金，把家里的报纸、书籍搬到房间里，又挨
家挨户地通知：“明天大家一起去老屋读书看
报。”阳光明媚，临时书屋敞开大门，不到10平
方米的小屋里挤了将近20个村民。看到乡亲们
主动到书屋来，夏昭炎很开心：“我就想让乡亲
们多读读书，看看外面的世界。”

2011年7月， 他在修缮老屋的基础上，设
立了图书室、阅览室、学习室，然后购置了电
视机、音响及课桌、板凳，并搭建了风雨棚用
作活动场地。农家书屋的书不够，夏昭炎自掏
腰包添置书籍；图书室没有管理员，他除了动
员老伴上阵之外， 还在热心人中物色了村民
张玉英，手把手培训。

高桥农家书屋现有图书7000余册， 吸引
了附近3个乡8个村的村民和少儿来借书，6年
来共借阅7000余人次。 虽然其他村的孩子身
边也有农家书屋，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借书
不便，常常舍近求远，到高桥农家书屋借书。
为方便其他村孩子看书、借书，夏昭炎选择在
临近村居民较集中、 有热心人愿意帮助管理
并可无偿提供场地的地点陆续开办了5个分

点，5个分点的图书每年轮流滚动一次， 每个
书屋5年内每年都能更新一次图书。

夏昭炎最关心的还是农村下一代的健康
成长。为了鼓励孩子们多读书，夏昭炎以借阅
数量和所写的读书报告为依据， 给孩子们颁
发“文学小硕士”“文学小博士” 等“学位证
书”，奖品是一本本新书。暑假来了，夏昭炎还
和老伴商量着办起了少儿假期学校， 夏昭炎
亲自给孩子们讲传统文化。

看到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不易，夏昭
炎把自己这些年获得“书香家庭”“感动株洲十
大人物”等奖项的奖金全捐了出来，设立高桥奖
学基金。几年来，已经奖励了15名学生，其中研
究生4名。一位受助大学生特意写信给夏昭炎：
“钱虽不多，对我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我更愿
意把它看作是教授对我们的一种精神传承。”

著名主持人李咏说， 夏昭炎教授之前是
城里的先生， 现在回到了家乡， 是乡里的先
生。 虽然位置不一样， 但夏教授过得更开心
了。人民生活的内容要丰富起来，其实真的缺
不了这样的“乡间先生”。

当代“新乡贤”夏昭炎夫妇获评“十大读书人物”———

带着乡亲把书读

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陈薇）今天，由
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和湖南省文化馆共同主办
的“高原·高原———中国西部美术展收藏作品
展”在湖南省文化馆一楼展厅展出。

据介绍，“高原展” 是由陕西省美术博物
馆策划主办的一项大型特色展览， 以展示西
部人文风情、弘扬西部文化精神为主旨。

今年是“高原展”举办第六届，同时也是

该展首次来湘展出。 此次展览共展出100幅
精品佳作，这些作品从上五届“高原展”收藏
作品中精选出来， 均以西部题材为表现对
象，风格各异，精彩纷呈，是画家对“从地理
高原到精神高原”这一高原展学术命题的艺
术呈现。展览将持续至6月13日，面向公众免
费开放。

陕西美术博物馆“高原展”开展

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段者文）“飞行汽车”是这个时代对未来汽车
憧憬的符号。今天，在长沙举行的“遇见星思
预见未来” 新型科技产品发布展览会上，湖
南星思科技“黑科技”可分离式飞行汽车概
念机惊艳亮相， 并提出了空中快道概念，引
发了一场未来城市低空飞行的大讨论。

发布会上展示的XS220可分离式飞行汽
车采用旋开式车身、可分离底盘设计，地面驾
驶模式下是一款无人驾驶电动汽车， 可以乘
坐一人，旋开后变形为四旋翼飞行器，飞行模
式下脱离底盘、垂直起降，有效载荷在80kg
左右，可以搭载一个成年人低空飞行。飞行汽
车采用锂电池供电，飞行时间为30分钟，后续

将推出混动或者新能源电池升级版产品。
发布会上，星思科技首次提出了“空中

快道”的概念，并规划了飞行服务站、低空
智能交通管控中心等配套设施。XS220等
低空飞行器的起飞、降落均在服务站完成，
服务站可与地铁、机场、商务中心等交通枢
纽进行无缝对接。 低空智能交通管控中心
是运营平台，所有飞行数据实时回传至此，
同时发出各种飞行指令。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XS220可分离式飞
行汽车目前完成了原型机的阶段性测试，包
括定点悬停、航迹飞行等,同时已经研制出1∶1
产品化样机，一旦政策落地及技术成熟，公司
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开展载人飞行实验。

“会飞的汽车”亮相长沙

湖南日报6月2日讯 （通讯员 梁小平 记
者 陈薇）日前，湖南教育报刊集团主办的《幼
儿画刊》第7次入选“向全国少年儿童推荐百

种优秀报刊名单”。
据了解，《幼儿画刊》创刊13年来，始终围

绕3至7岁幼儿的阅读需求，精心设计栏目，受

到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
自2008年以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

继开展了8届“向全国少年儿童推荐优秀少儿
报刊活动”。今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
发通知，向全国少年儿童推荐100种优秀报刊，
《幼儿画刊》名列其中，同时入选的我省少儿报
刊还有《小学生导刊》和《中学生百科》杂志。

“向全国少年儿童推荐百种优秀报刊名单”出炉

《幼儿画刊》7次入选

通讯员 罗安求 王玖华 彭加存

“今天中午是粉蒸肉、大合菜、青菜。每
餐5.5元，价格不贵又好吃、营养。”6月2日
一大清早，64岁的双峰县锁石镇中心小学
老师周福康， 就来到小学食堂里制定食谱
并监督工作。10年来， 他管理的食堂不仅
从没出过安全事故， 潜心研究的“营养套
餐”，更成为全县学校食堂的“范本”。

“学生就餐的质量，应该相同或超过自
家的饭菜，使学生满意，家长放心。”周福康
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营养餐”搭
配上，他严把食品采购关。双峰县城商行的

干货、农贸市场的蔬菜，本地的大米、豆腐
及佳旺超市的猪肉， 他都与老板签订了合
同书， 没达到要求或失信的老板他就中止
合同。

对食物加工严格监督， 周福康要求工
作人员把所有的原材料在加工前浸泡半小
时以上，蔬菜清洗2次上。所有碗筷、菜盆、
菜桶等都要先清洗3次，再开大蒸汽柜消毒
1小时以上。并将每天的菜保留三个样品以
备化验。另外，对菜肴追求色、香、味、形的
完美结合，让人胃口大开。就读该校4年级
的学生王景的妈妈曾兰， 对食堂的饭菜赞
不绝口：“味道鲜美，卫生干净。”

村小推出“营养餐”

湖南日报6月2日讯（ 通讯员 邓崛峰 程
静征 记者 左丹）今天，全省30所办有艺术类
专业的本科院校的艺术学院院长、 系主任和
骨干教师共200余人齐聚长沙理工大学，参加

湖南省第三届高校艺术学科院长论坛， 共同
探讨艺术人才培养与学科发展策略。

本次论坛由省人民政府学位办主办，主
题为“创新·梦想·未来”。“论坛目的是凝聚全

省艺术学界、业界力量，全面总结、展示和推
广全省高校艺术教育教学研究和实践成果，
探求我省艺术人才培养与学科发展的方案与
策略。”省教育厅副厅长唐亚武说。论坛分艺
术学理论组、美术学与设计学组、音乐舞蹈与
戏剧影视组三个组展开， 与会专家就各自学
院学科建设、办学经验、教育模式等多方面进
行了探讨。

全省高校艺术学科院长齐聚长沙
探讨艺术人才培养与学科发展策略

� � � � � 在近5个月的等待
后，美国政府退出《巴黎
协定》的靴子，终于在美
东时间6月1日在白宫玫
瑰园落地———

链接

� � � � 《巴黎协定》于2015年12月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
达成，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继《京都议定书》
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 三者共同形成了
2020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

《巴黎协定》指出，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
球应对， 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
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 本世纪下半叶实现
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根据协定，各方将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行动。发达国家将继续带头减排，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
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后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协定生效后，就条约文本中所规定的内容，对所有当事缔
约国将产生法律约束力，除非当事国决定退出。 （据新华社电）

《巴黎协定》是什么

� � � �上图： 6月1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发表讲话后离开。
下图： 6月1日， 民众在白宫外参加抗议活动。 新华社发

� � � �特朗普作出了一个令世界舆论哗然的决定： 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对此，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加入了少数拒
绝未来的国家行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这令人及其
失望。数百美国民众高举标语牌，抗议特朗普的任性……

特朗普为何一意孤行，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他的理
由很简单，保护美国，兑现“美国优先”的竞选承诺。

在特朗普看来， 全球气候变暖是为了让美国制造业
变得毫无竞争力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黎协定》将美
国处于不利位置，不利于美国经济发展，而让其他国家受
益。 特朗普宣称，“这份协议把那些工作从美国转移到外
国，这份协议跟气候关系不大，倒是更多与其他国家获得
针对美国的财政优势有关……”

《巴黎协定》成果来之不易，需各方携手，共同贯彻执
行。然而，标榜“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却放弃了一个大国
的担当与责任，在气候治理问题上大开“倒车”。舆论普遍
认为，美国如果退出《巴黎协定》，将对该协定落实带来消
极影响，或致某些发达国家效仿退出，减排力度将大打折
扣，给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带来不确定性。

特朗普这位个性鲜明的总统， 揣着让美国 “再次伟
大”的梦想，面对国内系列治理问题，不从美国“内患”中
找原因，而从外部世界寻找根源，走上一条自我孤立的封
闭之路。这无异于缘木求鱼，非但不能保护美国，实现美
国“再次伟大”，还可能让美国在未来发展中错失发展机
遇，进一步削弱其世界领导力。

气候变化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挑战。走绿色、低碳、
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这既是国际社
会的共识，也是走向更加美好未来的必然选择。美国中途
“退群”，但世界仍将继续前行。

退出《巴黎协定》
真能保护美国？
肖丽娟

天下微评

美国真的退出了
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宣布，美国将退

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特朗普在发布会上说，《巴黎协定》 让美国处于

不利位置，而让其他国家受益。《巴黎协定》给美国带
来“苛刻的财政和经济负担”，将从即日起停止落实
这份他声称“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包括停止落实
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停止为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
提供资金，后者让“美国付出巨大财富”。

特朗普称：“简言之， 这份协议没有消灭煤炭工
作，它只是把那些工作从美国转移到外国，这份协议
跟气候关系不大， 倒是更多与其他国家获得针对美
国的财政优势有关……这份协议是把美国财富向其
他国家转移的大规模再分配。”

特朗普特别点名“绿色气候基金”是重新分配美
国财富的项目，该项目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每
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

特朗普为何“一意孤行”

特朗普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一意孤行”
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与其长期以来在应对气候变
化方面的消极态度一脉相承。

首先， 特朗普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为了让美
国制造业变得毫无竞争力而制造的一个“骗局”，
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人类要对气候变化负责。其次，
《巴黎协定》不利于美国经济，会使“国外官僚控制
美国的能源使用量”。第三，特朗普倾向于传统化

石能源，他承诺放开能源产业管制，促进煤炭产业
发展， 并鼓励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以创造就业
机会。

上任伊始， 特朗普政府就在气候变化政策上
“开倒车”。首先，他致力于推迟并推翻前任政府限
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环保政策， 承诺复苏长期低迷
的美国煤炭业；其次，他还要求评估修改奥巴马政
府制定的旨在减少发电厂碳排放的《清洁电力计
划》；再者，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018财年联邦政府
预算也提议停止向一些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项目
拨款，并大幅削减美国环保局的预算。

不能阻止全球低碳发展道路

作为全球主要的排放国之一， 美国此举意味
着其拒绝就能源创新、 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治理问
题承担责任。 这种违背气候变化认识和应对常识
的做法，非但不能阻止全球低碳发展道路，只会让
美国在未来与一个新时代失之交臂。

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中心专家罗杰-马克·德
苏扎说，美国在很多方面将进一步“自我孤立”，特朗普
的决定将影响到美国的安全、就业、商业和外交。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加比·黑格尔指出， 人类活
动是过去数十年里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如果继续往
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全球变暖会持续下去。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所长汉斯·舍尔恩
胡伯指出，退出《巴黎协定》只会损害美国经济和社
会，欧洲和中国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领先，美国政府
没有看到未来，也没有认识到“可持续繁荣的竞赛才
刚刚开始”。 （综合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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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表示批评与遗憾

6月2日上午，XS220可分离式飞行汽车吸引了众人的眼球。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