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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在山东省茌平县贾寨镇
前寨村，一名小朋友在吃西瓜“啃秋”。

◀8月 7日，合肥市滨湖明珠社区
小朋友在吃西瓜“啃秋”。

“啃秋”迎立秋 我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将至，自古以来民间就有立秋吃西瓜、吃秋桃等
“啃秋”习俗，表达人们“啃下酷夏，迎接秋爽”的祈愿。 （均为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 近日，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
国家层面首个系统部署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工作的重要文件。

《意见》指出，近年来我国农业农村
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绩，为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农业发
展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和结构性矛盾也
在积累集聚，统筹保供给、保安全、保生
态、保收入的压力越来越重，迫切需要加
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在指导思想方面，《意见》明确把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以发
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为核心，以
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生产体系和产业
体系为重点，着力转变农业经营方式、生
产方式、资源利用方式和管理方式，推动
农业发展由数量增长为主转到数量质量

效益并重上来，由主要依靠物质要素投入
转到依靠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
来，由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可持
续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意
见》提出，力争到2020年，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取得积极进展；到2030年，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取得显著成效。

在重点任务上，《意见》围绕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系统部
署了七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增强粮食生
产能力，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二是创
新农业经营方式，延伸农业产业链；三是
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种养业协调
发展；四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打好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五是强化农业科技
创新，提升科技装备水平和劳动者素质；
六是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确保“舌
尖上的安全”；七是加强农业国际合作，统
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国办印发《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

弃粗放经营老路
走现代农业新途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即将在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
前夕，发表所谓纪念战后 70 周年的

“安倍谈话”。鉴于安倍政权近期在认
知历史、修改宪法和解禁集体自卫权
等问题上的表现，可推断安倍在谈话
中发表倒退言论可能性极大。

二战期间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
国家普遍对此格外关切，对“安倍谈话”
可能出现的内容表示疑虑。我们为什
么对“安倍谈话”这么较真儿？日本和
安倍本人又应该如何面对历史和未来？

是谁在关切
泰国《亚洲日报》副社长兼总主笔

钱丰：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安倍将在近日
内发表什么内容、什么措辞的谈话，并不
意味着安倍个人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
人物，而是想看看日本在战后70年究竟
何去何从？日本走和平的道路还是走
复活军国主义的道路，不只和中国有关，
和亚洲有关，而且和整个世界有关。

印尼政治分析人士李卓辉：日前
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三国文史团体
曾发表致安倍公开书，呼吁他就当年
侵略战争给受害国人民造成的重大伤
害进行道歉，向战时受害的“慰安妇”
作出赔偿，摒弃修改宪法、武装日本的
军国主义行径。

韩国世宗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
任陈昌洙：不仅中国对“安倍谈话”较
真儿，韩国也高度关注安倍对历史的
认识。虽然安倍此前多次承诺会继承

“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的精神，但
安倍所持的个人信念，让外界对其能
否真正继承历任内阁反省历史的精神
令人担忧，因此即将发表的“安倍谈
话”备受瞩目。

为什么关切
李卓辉：首先，安倍过去在历史

问题上多次有出格之举，比如称“慰

安妇”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参拜靖
国神社等，这些言行在日本国内外掀
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国内民众不支
持，也遭到了盟国美国的批评。在二
战胜利 70 周年这一关键节点上，安倍
能否“改邪归正”，尊重史实，尤为引
人注目；其次，安倍谈话代表本届日
本政府对二战历史的态度，能否继承

“村山谈话”中对于战争罪行的承认
及道歉，事关日本能否同亚洲邻国实
现和解，改变当前龃龉不断的外交紧
张局势。

钱丰：日本是当今世界最不思悔改
的二战战败国，近日通过的安保法案，
又为日本铺开了复活军国主义的道
路。二十年前的“村山谈话”，对日本在
二战中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
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和痛苦表示了深
刻反省和由衷歉意。现在人们关心安
倍谈话的措词，这样“斤斤计较”，正是
想知道，安倍晋三到底走得离“村山谈
话”有多远？

陈昌洙：“安倍谈话”不仅仅是战后
70周年谈话，它还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
的谈话，极大程度上左右着未来日本的

历史认识方向。从韩国立场来讲，“安倍
谈话”所涉及的内容和使用的措辞将对
未来的韩日关系产生很大影响。

安倍如何做
李卓辉：日本右翼团体应放弃“自

虐史观”。承认历史真相，并非抹黑日
本民族。勇于承认战争罪行，并仿效德
国进行诚恳道歉，有助于开启日本同中
韩等国友好合作的美好未来。

钱丰：我们寄望安倍冷静头脑，
以日本国家、民族前途为重，以日本
人福祉为重，不要重蹈二次大战惨败
的覆辙。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副研
究员曾蕙逸：期待安倍做出真正的改
变有些不切实际，但是对安倍的期待
至少应该包括在“慰安妇”等问题上不
再发表进一步挑衅的言辞。

陈昌洙：希望即将发表的“安倍谈
话”能包含改善韩日关系的内容，即使
不具体阐述事实，但殖民统治给韩国
国民以及其他亚洲人民带来痛苦的内
容一定要包含在谈话里面。

（据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为何我们对“安倍谈话”如此较真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7日在就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私人咨询机构公布战后 70 周
年谈话报告答记者问时，敦促日方正
视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
侵华战争，特别是要在战争性质和战
争责任问题上发出清晰和正确的信
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
际社会。

华春莹说，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和国际
社会高度关注日本领导人即将发表
的有关讲话。

“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和深刻反省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特别
是要在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
发出清晰和正确的信息，以实际行动
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她说，
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同亚洲邻国真正
实现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共同发展面
向未来的关系。

中方敦促日方
正视和深刻反省侵华战争

综合新华社电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
报显示，今年第 13 号台风“苏迪罗”将
于 8日凌晨登陆台湾东部沿海，随后在
福建沿海二次登陆，我国东部地区将迎
来大范围强风暴雨。

强度曾超17级
今年第 13 号台风“苏迪罗”于 7 月

30 日 20 时生成，其强度一直呈加强态
势。8 月 3 日 14 时，“苏迪罗”加强为超
强台风级，巅峰状态时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达到17级以上（65米／秒）。

据中央气象台台风专家高拴柱介
绍，1949 年至 2014 年生成的 1700 多个
台风中，只有约十分之一的台风能够达
到17级以上强度。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会商认为，
预计“苏迪罗”生命周期长达 12 天以
上，登陆台湾岛前海上停留时间长达 9
天，台风移动区域内海水温度约 30 摄
氏度左右，有利于台风强度的发展和维
持，能量不断聚集，破坏力较大。

先击台湾再袭福建
中央气象台预计，“苏迪罗”将于 8

日凌晨以强台风的级别（48 至 50 米每
秒）在台湾东部一带沿海登陆，随后穿
过台湾岛，于 8日傍晚到夜间以台风强
度（33至 38米每秒）在福建连江到龙海
一带沿海二次登陆。

受“苏迪罗”影响，未来 5 天，我国
东部海区和华东地区将会出现猛烈的

风雨天气，台湾、福建中北部沿海、浙江
南部沿海、苏皖北部及大别山、黄山等
地将出现特大暴雨。其中，福建、浙江、
江西三省主要降雨时段为 8 日至 9 日，
安徽、江苏两省为10日至11日白天。

预计上述大部地区过程累计雨量
将有 60 至 180 毫米，福建中北部、浙江
东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西部和北
部、江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达 200至
400 毫米，福建中北部沿海局地可超
500 毫米，台湾沿中央山脉局地可达

600至 1000毫米。

风雨影响或波及13省份
“苏迪罗”生成后移动路径十分稳

定，一直以每小时 20 公里左右的速度
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值得注意的是，登
陆福建后，“苏迪罗”可能“掉头北上”，
向偏北和东北方向移动，给内陆地区也
带来强风暴雨。

据国家防总预计，“苏迪罗”登陆
后，南起广东、北至吉林都可能受到

影响，波及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
苏、上海、广东、湖南、湖北、山东、河
南、辽宁、吉林等 13 个省份，其中福
建、浙江等省暴雨强度大，并与“灿
鸿”“莲花”双台风影响区域及前期强
降雨区域重叠。

国家防总认为，历史上 8月上旬登
陆我国的台风往往造成严重灾害，如
7503号“妮娜”、0509号“麦莎”及0608号
台风“桑美”，均为 8月上旬登陆我国浙
闽沿海并深入内陆的台风，造成的影响
和灾情异常严重。“苏迪罗”在路径、强度
及登陆地点、时间等方面和它们极其相
似，不排除与北方冷空气遭遇，长时间滞
留带来强降雨并引发流域性大洪水的可
能，其影响和破坏力不可小视。

多趟高铁动车停运
记者 7日从上海铁路局获悉，受今

年第 13 号台风“苏迪罗”影响，8 月 8 日
至 9日长三角地区多趟高铁动车停运，
其中 8 日停运 89 趟高铁动车，9 日停运
29趟高铁动车。

据了解，为做好台风“苏迪罗”应对
防范，停运列车主要为福州、厦门、深圳
等方向。同时，铁路部门提前启动预
案，加强应急指挥中心值班协调，组织
抢险人员、物资、机具待命，做好防御和
抢险准备。

铁路部门提醒，已经购买停运车
次车票的旅客，可及时办理退票或改
签手续。

8月7日，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鳌江村避风港，边防民警和渔民
一起转移小型船舶上岸避风。 新华社发

闽台正面遭袭 影响13省份
——解析第13号台风“苏迪罗”

据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记者徐博）
记者7日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了解到，美可高特（中国）羊乳有限公司、
宁夏红果乳业有限公司各有一批次婴儿
配方奶粉被检出阪崎肠杆菌，两家企业
目前已被要求立即停止生产，彻底查清
污染原因，并进行整改。

阪崎肠杆菌是存在于环境中的一
种致病菌，对 0—6 月龄婴儿，尤其是早
产儿、低体重儿以及免疫力缺陷婴儿存

在较高健康风险。按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规定，阪崎肠杆菌在婴儿配方乳粉中
不得检出。

被检出阪崎肠杆菌是美可高特（中
国）羊乳有限公司 2015年 6月 16日生产
的规格为 365 克／罐的“美可高特”牌

“配方羊奶粉（1）”和宁夏红果乳业有限
公司2015年6月19日生产的规格为900
克／罐的“红果”牌“优尔特智冠婴儿配
方奶粉（1）”。

2批次婴儿配方乳粉被检出高危病菌
两家企业目前已被要求立即停止生产

据新华社巴黎8月6日电 法国国防
部长、海外领土部长和政府负责交通事
务的国务秘书6日发表联合声明说，从7
日开始法国将在印度洋法属留尼汪岛
附近海域部署新的空中和海事力量，以
搜寻可能在该区域存有的马航失事飞
机残骸。

声明说，自7日开始，一个飞行器将
在留尼汪岛有关海域上空飞行，此外还
将部署徒步巡逻力量、直升机和船只进
行搜寻。

7 月 29 日，一块疑似马航 370 航班
客机残骸在留尼汪岛东部被当地民众
发现。从 8月 5日开始，由马来西亚、法
国、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技术人员组成的

国际专家组在法国图卢兹近郊巴尔马
的“军备总局航空技术中心”共同对该
残骸进行分析鉴定。6 日凌晨，马来西
亚总理纳吉布宣布，上述飞机残骸经确
认属于马航370航班客机。

据悉，专家们将继续对残骸进行鉴
定，试图找到飞机失事的原因，如飞机
是否在空中飞行时被摧毁，或者在撞击
洋面时解体。

留尼汪岛安德烈镇镇长让－保罗·
韦拉普莱 6 日发表公报说，将对安德烈
镇的沿海地带进行“细致搜寻”，查找可
能来自马航370客机的其他残骸。找到
的有关物品将转交给当局进行处理和
分析。

法将在留尼汪岛继续搜寻飞机残骸

预防抑郁 远离细粮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说，要想

预防抑郁，最好少吃细粮。研究人员调查
了7万名绝经妇女的数据后发现，吃细粮
越多的女性越容易抑郁。细粮指的是用
面粉或大米制作的食物。白面包、白米
饭、意大利面这样的细粮升糖指数颇高。
也就是说，吃下这些食物后，血糖会迅速
升高，机体不得不分泌大量胰岛素来帮助
分解这些糖。在这一过程中，人就会出现
情绪恶化和疲劳等类似抑郁的症状。另
外，细粮还可能导致肥胖、失眠、没精神。

看电脑距离多远合适
对上班族来说，每天盯着电脑在所

难免，更不要说那些游戏迷了。那么，你
会不会时常感觉疲劳，尤其是眼睛？德
国职业安全和卫生研究所在其最新宣传
册中指出，那很可能是因为你离电脑屏
幕太近了。不少人平时看电脑时距离屏
幕仅50厘米左右，专家说，这一距离以75
厘米为宜，如果是大的高清屏，则建议距
离1米左右。宣传册中还说，对多数人来
说，最好是视线略微向下去看屏幕。

“酷”小孩易成人生输家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研究人员发现，

在学校里表现酷酷的小孩成年后容易变
成人生输家。研究人员在《幼儿发展》双
周刊上发表文章说，他们用10年时间跟
踪研究了居住在美国东南部的184名少
年，观察这些人从13岁到23岁期间的变
化。研究人员发现，13岁的青少年把早
恋、不守规矩等做法视作“酷”。在学校
里，这些方面比同龄人“老练”的酷学生
很受欢迎。但是随着年龄增长，酷孩子
需要做出更多、更极端的行为来让自己
更酷，这会让他们更易染上吸烟、酗酒的
恶习，更为严重的还会参与犯罪活动。

（均据新华社电）

喀布尔汽车炸弹爆炸致8死400伤
8月7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警察在炸弹袭击地点查看。
阿富汗官方7日证实，当天凌晨首都喀布尔发生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

至少8人死亡，约400人受伤。 新华社/路透

据新华社东京8月7日电 国际篮联
主席奥拉西奥·穆拉特瑞 7 日在日本东
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国成功
获得 2019 年国际篮联男子篮球世界杯
主办权。这标志着该项世界篮球顶级赛
事首次落户中国。

在投票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
京市副市长张建东代表中国申办委员会
发言。他首先向国际篮联对于中国篮协

和申办城市的信任表示感谢，并向申办
城市民众及社会各界对于申办工作给予
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同时向申办竞争对
手菲律宾表达了敬意。

中国此次申办口号为“更多参与，
共赢未来”。北京将联合南京、苏州、
武汉、广州、深圳、佛山及东莞 7 个城
市共同承办 2019 年国际篮联男子篮球
世界杯。

中国获得2019年男篮世界杯举办权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 从 9 月 1
日起，电信企业在通过各类实体营销渠
道销售手机卡时，将要求用户出示本人
身份证件，并当场在第二代身份证读卡
器上进行验证。这将为电话实名制增
加技术和设备保障。

记者7日从工信部获悉，为了切实推
进电话用户实名制，工信部正在全力组织
电信企业，于9月1日前在其实体营销渠
道全面配备二代身份证识别设备。截至
目前，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已经累计购置
和部署了二代身份证识别设备60万台。

9月1日起办电话卡
需通过读卡器当场核验身份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