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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记者
史竞男）“2018年度中国好书”入选图
书书目日前正式揭晓，共有32种图书
入选。

入选图书书目如下：

年度荣誉图书

1、《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习近平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三十讲》
中共中央宣传部著 学习出版社

主题出版类

1、《国家相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
家国记忆：典藏版》

作者：新华社《国家相册》栏目组
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马克思画传：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纪念版》

作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出版社：重庆出
版社

3、《种子钟扬》
作者：陈芳、陈聪 出版社：北京联

合出版公司
4、《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

路》
作者：曾平标 出版社：花城出版

社

人文社科类

1、《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
作者：王宁；国家图书馆整理 出

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货币里的中国史：历代钱币的

源流和图释》
作者：任双伟 出版社：世界图书

出版公司
3、《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
作者：吴钩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4、《人文之蕴：北京城的空间记忆》
作者：刘凤云、江晓成、张一驰 出

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
作者：顾方舟口述；范瑞婷访问整

理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6、《中国民营经济四十年：从零到

“五六七八九”》
作者：庄聪生 出版社：民主与建

设出版社
7、《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
作者：周秉德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8、《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

古今名称研究》
作者：胡阿祥 出版社：江苏人民

出版社
9、《战上海》
作者：刘统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

版社、学林出版社

文学艺术类

1、《主角》
作者：陈彦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2、《北上》
作者：徐则臣 出版社：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
3、《大国重器：中国火箭军的前世

今生》
作者：徐剑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4、《瓷行天下》
作者：胡辛 出版社：江西美术出

版社
5、《说戏》
作者：柯军、王晓映 出版社：江苏

凤凰美术出版社
6、《从雅好秘玩到流动的博物馆：

中国古代书法鉴藏与交易》
作者：张冰、范丽娜 出版社：广东

教育出版社

网络文学

7、《散落星河的记忆4：璀璨》
作者：桐华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

版社
8、《网络英雄传2：引力场》
作者：郭羽、刘波 网络平台：咪咕

阅读
9、《写给鼹鼠先生的情书》

作者：吉祥夜 网络平台：红袖添香

少儿类

1、《颜料坊的孩子》
作者：荆凡 出版社：浙江少年儿

童出版社
2、《大水》
作者：赵菱 出版社：江苏凤凰少

年儿童出版社
3、《小翅膀》
作者：周晓枫 出版社：作家出版

社
4、《速读新时代》
作者：陈晋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科普生活类

1、《名画在左 科学在右》
作者：林凤生 出版社：上海科技

教育出版社
2、《红唇美猴传奇》
作者：赵序茅、李明 出版社：中国

少年儿童出版社
3、《斯瓦尔巴密码：段煦北极博物

笔记》
作者：段煦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

版社
4、《晓肚知肠：肠菌的小心思》
作者：段云峰 出版社：清华大学

出版社

“2018年度中国好书”揭晓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入选年度荣誉图书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记
者 施雨岑）西汉彩绘茧形陶壶、唐代
彩绘陶骆驼、宋代白釉刻花碗……24
日下午，“归来——意大利返还中国流
失文物展”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了700余件意大利返还中国的文物艺
术品。

今年3月23日，在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意大利总理孔特共同见证
下，中意双方代表交换关于796件中
国流失文物艺术品返还的证书。这批
文物艺术品于4月10日抵达北京，回
归祖国怀抱。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表示，
此次文物返还，是中国流失文物追索
返还工作中历时最长的案例，也是近
20年来最大规模的中国流失文物回
归。它们的回归，根源于中意两国人
民对文化遗产始终不渝的热爱，得益
于中意两国久久为功的双边机制建
设，树立了两国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的
里程碑。

据介绍，在 10 余年时间里，中
意两国政府共同秉持保护文物的决
心，克服文物数量众多、跨国取证困
难、诉讼程序变化等诸多不利因素，
坚持通过司法、外交等途径开展合
作，最终携手促成这段文物回归佳
话。

本次展览将在国博南4展厅持续
至6月30日。

负责本次展览展陈设计的中国国
家博物馆开放空间管理部工作人员赵
囡囡介绍说，700余件展品汇聚于1个
展厅，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此，本
次展览采取了完全创新的展陈方式，
根据展品的特征，以“廊架”式的通透
展柜，分5层对一部分展品进行仓储
式展示，让观众能够以俯视、平视等多
角度欣赏展品之美。

意大利返还文物艺术品与祖国人民“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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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4月24日电 斯里兰
卡警方24日说，该国21日发生的连环
爆炸袭击已经造成359人身亡、超过
500人受伤。斯里兰卡拆弹部队24日
上午在首都科伦坡一家电影院附近对
一辆可疑摩托车实施了控制引爆。警
方随后表示，未在摩托车内部发现爆炸
物。此次控制引爆并未造成人员伤

亡。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23日
说，政府将尽快抓捕涉嫌制造连环爆炸
的当地极端组织“全国认主学大会组
织”成员。

斯里兰卡21日接连发生8起爆炸，
地点包括首都科伦坡等地的4家酒店、3
处教堂和一处住宅区。斯里兰卡国防
国务部长鲁万·维杰瓦德纳24日说，斯

调查人员已确认至少有9名自杀式袭击
者参与21日连环爆炸袭击，其中8人身
份已被识别。这些袭击者都受过良好
教育，属于当地社会中等收入者中较好
的群体，其中一人是策划这次袭击的主
谋，也是当地一个伊斯兰组织的首领。

同时参加发布会的斯里兰卡警方
发言人鲁万·古纳塞克拉说，警方已在

全国逮捕60名嫌疑人，其中32人正由
警方羁押。

对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此前声
称制造了此次袭击，维杰瓦德纳表示，
目前调查人员未能掌握“伊斯兰国”成
员直接向自杀式袭击者提供帮助和指
导的证据。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程学源24日
说，在斯里兰卡21日系列爆炸袭击中
失联的5名中国公民中，有4人疑似遇
难，使馆将继续全力找寻最后1名失联
人员。此次系列爆炸袭击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多名中国公民受害。截至23
日，已有4名伤员先后顺利出院回国，
还有1名伤员需要住院治疗。

斯里兰卡：已识别8名自杀式袭击者身份
连环爆炸袭击中4名失联中国公民疑似遇难

据新华社合肥 4 月 24 日电 （记
者 鲍晓菁）王克勤，1920年生，安徽
省阜阳县人。1939年7月，被国民党
军队抓壮丁。1945年10月，在邯郸战
役中被解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解放军后，在党和人民军队的
培养下，王克勤迅速成长为具有高度政
治觉悟、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从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开始，王克勤毙
伤敌人232人，俘虏14人，缴获步枪8
支，9次立功，被评为“一级杀敌英雄”

“模范共产党员”。
1946年9月，王克勤被提升为班

长。他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
统，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班里
每补充新战士，他总是现身说法，启发
新战士的无产阶级觉悟。他用“在家靠
父母，革命靠互助”的格言，教育大家搞
好团结，并组织两个互助小组，开展思
想、技术、生活三大互助活动，对提高班
集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很大作用。

1946年10月6日，在山东巨野县
徐庄阻击战中，王克勤带领全班与国民
党军激战一天，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歼
灭大量敌人，全班无一伤亡，圆满完成
任务。战后，全班荣立集体一等功，3
人被评为战斗英雄，王克勤被任命为排
长。同年12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
社论，称赞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
造了新的光荣的范例”，号召全军部队

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他的“三大互
助”带兵经验迅速在全军推广，对人民
军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解放
军主力部队12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
西南战役。7月10日19时，第6纵队
打响了进攻定陶城的战斗，王克勤率全
排担任定陶北门攻坚突击任务。战斗
中，王克勤身负重伤，但他仍咬紧牙关
坚持指挥战斗，率领战士奋勇登城。

11日凌晨，王克勤因失血过多，英
勇牺牲，年仅27岁。为纪念他，他生前
所在的排被命名为“王克勤排”。中共
定陶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县城北门改名
为“克勤门”。

王克勤英勇牺牲的消息传到野战
军总部后，刘伯承司令员激动地说：“蒋
介石一个旅也换不来我一个王克勤！”
随即他以自己和政委邓小平的名义，亲
笔给王克勤所在部队发去了唁电，称赞
他是“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结合的，
为我全军所学习的新的进步的范例”。

王克勤：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战斗英雄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最高
检24日消息，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
部长孟宏伟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
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
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孟宏伟作出
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孟宏伟决定逮捕

新华社平壤 4 月 24 日电 （记者
刘艳霞）据朝中社24日报道，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24日凌晨乘专列启程前
往俄罗斯访问。

报道说，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
员、党中央副委员长金平海、吴秀容，外
务相李勇浩，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永
吉，国务委员会委员、外务省第一副相
崔善姬等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委员会
成员陪同前往。

据朝中社此前报道，访问期间，
金正恩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
谈。

2018年5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
夫罗夫访朝时曾向朝方转交普京信件，
邀请金正恩赴俄访问。此次对俄罗斯
进行访问，为金正恩今年再次被推举为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后第一次出访，也将
是金正恩自2011年当政以来第一次与
俄罗斯总统举行会晤。

金正恩启程前往俄罗斯访问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23 日电 （记
者 周舟）美国联邦航空局23日宣布，
向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旗下的无人机
配送公司“翼航空”发放美国首个无人
机配送许可。

美联邦航空局在发给新华社记者
的一份声明中说，谷歌母公司“字母表”
旗下无人机配送初创公司“翼航空”已
达到取得航运许可证所需的安全要求，
将在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开始商业
配送服务。公司官网视频显示，“翼航
空”公司的配送无人机顶部配置有14
个螺旋桨，可垂直起降并悬停在半空

中，通过绳索将机身腹部的货物送下
来。据介绍，这种翼展约1米、重量约5
千克的无人机由电力驱动，送货无人机
最多可载重1.5千克。

“翼航空”首席执行官詹姆斯·伯吉
斯说，未来顾客有望下单后几分钟之内
就获得一份热腾腾的健康晚餐，让生活
方式发生彻底变化。

本月初，“翼航空”获准在澳大利亚
首都堪培拉正式开始无人机配送业
务。美联邦航空局说，这种无人机在澳
大利亚过去进行的数千次安全飞行是
在美获批的基础。

美国发放首个无人机配送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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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 让优质教育人人共享

空港新城小学学生快乐阅读

成立于2010年的渝北空港
新城小学，是一所现代化、花园
式的美丽校园。学校以优越的
硬件条件、一流的师资队伍、过
硬的教学质量和一流的家校品
牌，让每一个渝北“乐娃”快乐成
长。

学校由五区（运动区、教学
区、综合区、生活区、休闲区）、三
园（知之园、好之园、乐之园）和
两道（书法大道和快乐大道）组

成，拥有厨艺厅、书法厅、少儿电
视台、舞蹈厅、武术厅、体育馆、
录播厅等各类功能室及设施设
备，为孩子提供全方位、个性化
的学习成长空间。

在空港新城小学看来，教师
是发展教育的第一资源。以校
长陈中梅为代表，学校通过一支
优秀的教师队伍引领孩子成长。

在“让每一个生命快乐成
长”的办学理念指引下，空港新

城小学力求打造一所快乐教育
的典范校园。

在这里，“学习是美的，读书
是甜的”。学校为培养“有形有
品、乐学善思、多才多艺”的孩
子，提升教育质量，深入推进国
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每周设置
阅读课程、写作课程、书法课程
和表达课程；优化课后服务课
程，开设贯穿周一至周五的多元
特色课程；创设学生项目课程，
学生自己研究、设计、实施班队
课，自主组织升旗仪式，制定菜
谱、做重庆特色菜等，促进孩子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坚持大
教育观，创建“四维一体”家长督
学模式，与家长、社区一同构建

“多样、开放、综合、绿色”的生态
教育体系。经过在家校共育领
域的创新实践，学校申报成功了
重庆市德育品牌“家校同声”、教
育部重点课题《普通城区小学

“家长督学”实践模式研究》，成
为全国仅有的10所承担部级重
点课题的小学校之一，也是重庆
市中小学校中唯一的一所。

“在空港新城
小学上学，是一件
快乐的事。”就读
于渝北空港新城
小学一年级的学
生小欧在日记里
写道。小欧妈妈
看到孩子的日记，
流露出欣慰的笑
容。如今，像小欧
妈妈一样放心的
渝北家长越来越
多。

近年来，渝北
区加大教育投入，
通过新建和改扩
建，让一所所现代
化学校触手可及，
让优质教育进入
寻常百姓家。

谭茭 万芮杉 覃燕 图片由渝北区教委提供

气象站、科技馆、消防安全
体验中心、美梦田园体验区、主
题雕塑、翰墨园、涂鸦墙、梦想源
等一系列校园文化景观和功能
设施一应俱全；学生敢想敢做，
教师博学优雅的文化气质溢于
言表。走进渝北区龙山小学，

“美梦童年”校园文化特色凸显
出这所学校的气质与内涵。

龙山小学秉承以“让梦想开
花”的办学理念，“打造有梦想、

有品质、有特色、有力量、有声望
的卓越学校；塑造有梦想、有精
神、有智慧、有能力、有成就的芬
芳教师；培养有梦想、有教养、有
知识、有情趣、有活力的美丽学
生”。

围绕“梦想教育”，龙山小学
建构“五位一体”生涯教育体系，
走在了全市前列。

学校在确保国家课程质量
优质的基础上，普及开设了阅

读、书法、足球、围棋、小乐器、啦
啦操、数学文化课程，另外提供
了近百个社团和校队供学生选
择学习；以“创建梦想课堂”为引
领，倡导“自主学习”、“想做结
合”、“翻转课堂”等教学理念，尊
重每一个儿童个性，不断提高学
生参与度和课堂教学效率；开展

“梦想节”、“梦想嘉年华”、“梦想
毕业季”等“梦想”系列主题活
动；开发《我看72行》社会实践课
程，引领学生探索社会行业的奥
秘；通过家长督学、家长进课堂、
家长学堂等，建构家校共育机
制。

在龙山小学，一群博学优雅
的教师成为学校发展的永动
机。在博学博爱、优雅芬芳这一
理念的引领下，学校不仅为教师
创设多元活动，引领崇尚优雅，
形成团队凝聚力，更是搭建平
台，让教师拥有广阔的成长天
地。近两年，龙山小学教师在各
级各类比赛中获得国家级奖54
项、市级奖48项、区级奖190项，
为学校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空港新城小学 让每一个生命快乐成长 龙山小学 守护梦想花开

龙山小学梦想节

外塑形象内提质量 护航童年快乐与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