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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举行前夜，外国宾客齐聚曲阜体验传统文化———

因友谊相约 因文明相聚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记者 张春晓 李欣苁
沈 静 张 楠 报道

本报曲阜9月26日讯 “这幅画讲的
是孔子听到音乐，过三个月都不知肉味
的故事吗？”在尼山宾舍，智利驻华大
使馆一等秘书罗德里戈·托莱多看到墙上
挂着的琵琶图，脱口而出“孔子闻
《韶》，三月不知肉味”的典故。

“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房子，以儒
家文化、道家文化等为代表的优秀传统
文化就是根基。”谈及对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认识，托莱多如此比喻。
托莱多告诉记者，智利是距离中国

最远的国家之一，但孔子及儒家文化在
智利享有盛名。智利人民或许读不懂
《论语》，但他们熟悉孔子、熟悉儒家
文化，就如同他们对汉字的了解一样。
“这足以说明儒家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
远的。”

托莱多认为，儒家文化的魅力不仅
穿越空间，还能够穿越时间，影响着世
世代代的人们。托莱多笑着对在场的翻
译和记者说：“孔子生活在2500年前，
但儒家文化的价值理念依然影响着现代
社会，像你们这些年轻人对待工作努力
认真，就是‘执事敬’的体现。”

谈及对于两国未来合作的期许，托
莱多表示，中国如今不仅仅在经济贸易
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文化交流以及文
明互学互鉴方面也处于领先位置，尼山世
界文明论坛就是很好的佐证。“作为拉丁
美洲的新兴国家，智利非常期望了解和学
习中国的文明以及发展进程。”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省转办第三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记者 陈晓婉 报道
本报济南9月26日讯 今天，中央第

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信访件
324件（重点关注件11件），其中来电68
件，来信256件。本批信访件涉及济南市
47件、青岛市45件、淄博市32件、枣庄市
12件、东营市5件、烟台市39件、潍坊市
31件、济宁市14件、泰安市14件、威海市
5件、日照市11件、临沂市41件、德州市6

件、聊城市10件、滨州市8件、菏泽市2
件、省直部门2件。共涉及环境问题324
个，其中大气污染问题100个、水污染问
题56个、土壤污染问题36个、生态破坏问
题43个、噪声污染问题37个、海洋污染问
题2个、辐射污染问题1个、其他问题49
个。当日，上述信访件全部交办各市和省
直部门。按照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的要求，信访举报件的办理情况须在10

天内反馈到督察组，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
时向社会公开。

截至9月26日，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累计向我省转办信访件6503件，
其中重点关注信访件269件。转办的信访
件中，涉及济南市1046件、青岛市795
件、淄博市623件、枣庄市240件、东营市
252件、烟台市621件、潍坊市483件、济宁
市204件、泰安市320件、威海市207件、日

照市208件、临沂市780件、德州市138件、
聊城市180件、滨州市267件、菏泽市110
件、省直部门29件。涉及环境问题6541
个，其中大气污染问题1852个、水污染问
题1276个、生态破坏问题1152个、土壤污
染问题872个、噪声污染问题629个、海洋
污染问题43个、辐射污染问题34个、其他
问题683个。

无环评企业关门停产，生产设施清理完毕

□ 本 报 记 者 赵国陆 陈晓婉
本报通讯员 万京华

9月24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济南市
莱芜区高庄工业园内的山东洁诺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这里大门紧闭，没有经营迹
象。经联系企业负责人亓某后，记者进入
院内，只见西侧的车间里空空荡荡，东侧
的一排平房是办公室、仓库，各房间内几

件简单的桌椅橱柜上落了厚厚的灰尘，已
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使用。

8月28日，济南市莱芜区接到中央第
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群众信访举
报件，反映高庄工业园内傲农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西侧100米的第二个院内，有违法
洗牛仔布的工厂，没有环评手续，有大量
废水外排。

接转办件后，莱芜区政府成立工作专
班进行调查处理。经调查，信访件反映的
山东洁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于今年5月21
日办理营业执照，租用村民耿某的车间从
事牛仔布回收、洗涤等。车间内南侧建有

2座水池以及7台小型循环水泵。在水池一
侧有10个液体吨桶，桶内液体为次氯酸
钠，用于消毒。现场有大约30吨废布料。
该项目尚未完成建设，也没有取得相关环
评手续，调查专班在现场没有发现废水直
排外部的迹象。

高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红民介绍，
今年6月，该企业负责人亓某租赁车间后
准备洗牛仔布。针对该企业没有办理环评
手续的问题，8月28日，济南市生态环境
局莱芜分局依法对其立案调查，并下达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亓某表
示，不再继续办理环评手续也不再继续生

产经营。随后，亓某拆除了生产设施，清
理布料，申请断电。8月29日，进行复查
时，该企业已自行关闭，生产设施及原料
已清理完毕，车间已恢复原状。

“原来车间的两个水池已经填埋，废
布料和液体吨桶也拉走了。”张红民说。
在车间内，记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填埋的痕
迹，原来接到污水管网的排污出口也用砖
砌住。济南市生态环境局莱芜分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生态环境部门将联合
高庄街道办事处加强巡查，确保该企业不
再恢复生产。

驻华使节访谈

□记者 赵琳 王世翔 报道
本报曲阜9月26日讯 欧亚大陆腹地

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亚美尼亚，
那里有崎岖连绵的高加索山脉，有波光
潋滟的塞凡湖水，还有独具特色的人文
风俗。亚美尼亚驻华大使谢尔盖·马纳萨
良这次来到山东曲阜，一直重复“荣
幸”。“中国是亚洲文明的重要起源，
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让我这个喜欢传
统的人很高兴。”

谢尔盖·马纳萨良说，他了解到山东

曲阜是孔子诞生地，山东历史上诞生了
很多名人。山东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
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之一。现
在的山东不仅有悠久历史，还是农业和
矿业大省，在经济发展方面领先全国。
“山东人很热情好客，山东和欧亚大陆
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友好关系。”

谢尔盖·马纳萨良表示，很高兴这次
有机会来参加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这是
一个世界各国文明平等交流沟通的地
方。

在9月26日晚举办的外国宾客体验
传统文化活动中，谢尔盖·马纳萨良代
表外宾致辞。“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
邻。在欢迎晚宴上，山东的领导说了这
样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谢尔盖·
马纳萨良说，虽然亚美尼亚与中国相隔
万水千山，但千百年前便沿着古丝绸之
路与中国经常性地交往互动。希望山东
和亚美尼亚借助这个机会，今后多多交
流合作。

亚美尼亚驻华大使谢尔盖·马纳萨良———

千百年互动跨越千山万水

智利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罗德里戈·托莱多———

把中国比作房子，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根基

（上接第一版）总功率全国第一；海水养
殖由低端向高端转变，海洋牧场面积突破
120万亩，海产品年产量长期稳居全国地
级市首位；海洋制造业由海产品加工向高
附加值产品转变，水产品精深加工去年实
现产值485亿元；海洋服务业由传统业态
向新型业态转变，游艇、垂钓、休闲运动
等新兴产业得到长足发展。

第五份是环境保护的答卷，生态城市

品牌进一步擦亮。空气质量在全省唯一连
续5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去年空气
质量9项指标均位列全省第一，空气优良
率保持90%以上；“十三五”期间单位生
产总值能耗下降24 . 8%，煤炭消费控制工
作排名全省第一；海水浴场全年为优质海
水，全市自然岸线保有率达到47%，沿海
城市中比重最高。

第六份是民生保障的答卷，群众幸福

指数持续提升。去年，威海获评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威海是全国健康城市试点、
国家医养结合试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改革试点，人均预期寿命81 . 5岁，比全国
高4 . 2岁。全域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入选首批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
市。成功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人均文化事业费、万人拥有公共文化
设施面积、文化站设施平均面积、城市书

房数量等指标均位居全省第一。威海是全
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综合信用
指数稳居全国地级市前列。

在发布会的外展厅，威海市精心设置
了非遗项目展示区和展品展区。玲珑的船
模、精美的锡镶、时尚糅合传统的胶东花
饽饽等非遗项目精彩纷呈，海洋食品、无
花果产品、乳山绿茶等招牌特产也传递出
威海特有的味道和品质。

□记者 袁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获悉，近日，国管局、

中直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公布第一批节约型机关
建成单位名单。我省的省纪委监委机关、省总工会、省煤田地质局
等3454家党政机关被授予全国“节约型机关”称号，数量居全国前
列。

开展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项重要部署。
2020年以来，按照国家统一安排，全省县级及以上党政机关积极创建
节约型机关。我省将节约型机关创建纳入对各市能耗“双控”考核和
文明单位、模范机关创建内容，出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十条措施和制
止办公室浪费的八条措施。同时，我省创新工作手段，出台《节约型
机关创建规范》地方标准，将《党政机关能源消耗定额标准》纳入评
价标准体系，建设省直机关能耗监测子系统，完善升级监管汇总平
台，用标准化信息化手段推进创建工作走深走实。强化监督核验，采
取“四不两直”、随机抽查、“回头看”等方式，深入省市县各级党
政机关进行督导，对省直创建单位进行逐一审核验收，对市县节约型
机关创建工作进行抽查，确保创建质量。

据介绍，“十四五”时期，我省将健全节约型机关常态化、长
效化机制，持续开展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全面推动党政机关绿色
低碳转型，确保完成80%以上县级及以上党政机关建成节约型机关
的目标。

山东3454家党政机关

获全国“节约型机关”称号

□记者 张春晓 报道
本报济南9月26日讯 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公布全省最低工

资标准的通知》，调整后的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100元、1900元、
17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1元、19元、17元，自2021年10月1日起
执行。

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规定的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
低劳动报酬。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
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将进一步保
障低收入劳动者基本生活。

通知要求，各市、县（市、区）要加强对《最低工资规定》和最
低工资标准的宣传，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公布最低工资标准，让用人单
位、劳动者和公众广为了解。要进一步加强对用人单位执行最低工资
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最低工资规定》的行为要依法查处，
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山东公布新的

全省最低工资标准

□ 本报记者 赵琳

9月26日，曲阜细雨如丝，温柔地迎
接着四海宾客。在孔子研究院如水墨画般
的长廊里，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主任、孔
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围绕当下热点事件，
结合第七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主题，与记
者娓娓道来文化的力量。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如约而至，吸引了
31个国家、国际组织和地区的政要、驻华
使节、专家学者参与。“当今世界，有识
之士都在瞩目中国。”杨朝明认为，这也
是尼山论坛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
一。“在中国，外国学者们感受到文明、
进步、安全。”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文明对话与全球
合作”。“这个主题的设定很有时效性，
切中当下形势。”杨朝明说。

“中国抗击疫情的过程，显示了中国
文化的强大力量！”

杨朝明认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
情考验着全世界，中国在抗疫过程中体现
出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无数中国人英勇
逆行、舍己为人，这展现了深沉的文化力
量。中国的疫情处理得最好，这背后深层
次的原因是文明的力量。他说，中国文明
的力量深远而强大，这一点，在很多汉学
家眼中已是共识。

近年来越来越火的“国潮”热，也引
起了学界的注意。杨朝明就对此很感兴
趣，“知否”啤酒、“李清照”月饼、
“梅兰芳”彩妆……产品只要融合一些文
化元素、历史名人，年轻人就买账，愿意
去消费。

“透过这个现象，我感到年轻人对
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越来越强。”杨
朝明说，文化有不同的层级，文化的表
层是物质文化，中层是制度文化，深层
是哲学文化。深层的哲学文化决定着中
层和表层。价值观念、道德信仰才是文
化的根本。

“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应不只是追
逐潮流，看见别人买我也买，而是要去
思考更深层次的东西。”杨朝明说，年
轻人不仅要了解“舌尖上的中国”，更
要了解思想的中国、学术的中国、文化
的中国。

滑动微信，和其他人一样，杨朝明的
微信朋友圈也被“晚舟回国、最美中国
红”刷了屏。杨朝明说，孟晚舟回到祖国受到同胞们热烈欢迎，
中国人的爱国热情高涨，这是深沉文化力量在当今时代的一种折
射。

“晚舟归国，激荡的是家国情怀！”
在杨朝明看来，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道德的民族。国无德不

兴，人无德不立。中国人的道德，根源来自家庭，从小得到父母
的关爱，孝悌培养了爱和敬；推广到社会上，就是“四海之内皆
兄弟”。

“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哲学是关
于家的哲学。”杨朝明说，中国家庭教育的方向就是培养为社会
作贡献的人。中国人深沉的家国情怀，促使中国人把国当成家，
把家放大为国，所以爱家和爱国高度一致。

“中国人从来不惹事，但也不怕事。这是我们中国人深沉的
内在气质，就是孟子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杨朝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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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琳

金秋时节，因友谊相约，因文明相
聚。2021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
节、第七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9月27日-
28日举行，全球目光再次聚焦文化名城
曲阜。

9月26日晚，来自30多个国家的外国
使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等贵宾齐聚
曲阜，体验传统文化，感受尼山气韵。外国
宾客体验传统文化活动是“2021中国（曲
阜）国际孔子文化节 第七届尼山世界文
明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

九曲黄河奔流，一路向东，从山东
入海。在尼山宾舍，外国宾客在引导下
翻看由山东出版的大型图书《中国江河

流域自然与人文遗产影像档案·黄河》。
铜版纸印刷的质感，一如黄河厚重的历
史，页页翻过，令人不忍释手。

韩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兼韩国文
化院院长金辰坤的汉语十分流利。他用
手摩挲着书页，感叹道：“子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说，
这是两千多年前，孔子看到奔流不停的
河水有感而发。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黄河
滋润下，诞生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
华传统文化。当得知《中国江河流域自
然与人文遗产影像档案·黄河》这本书被
世界上四十多个国家级图书馆收藏时，
斐济驻华使馆参赞锐迪什·辛格连连赞
叹：“中华文化很了不起！”

看到书中提到，黄河流经中国九
省，有外国宾客感叹道：中国很大，景
色非常优美，到处都有优秀灿烂的民族
文化，非常希望有机会到处走一走看一
看。

古朴的佛像宝相庄严，许多外国宾
客在青岛出版集团出版的大型图书《云
冈石窟全集》前久久驻留。这些位于山
西大同石窟的石窟像，诞生于中国南北
朝时期，得以保存至今。“这些年，我
在中国看到了很多古代遗迹，这些地方
非常值得去参观考察。”亚美尼亚驻华
大使谢尔盖·马纳萨良爱好传统文化，一
边看一边点头。

“《论语》是一本有关人生智慧的
书，能愉悦自己和他人，能使个人、家

庭、社会、国家更加和谐。”通过现场
对《论语精华》的中英文双语讲解，很多外
国宾客对儒家思想有了进一步认识。不少
宾客饶有兴致地跟着小声吟诵，“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人
无远虑，必有近忧”……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第七届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突出世界性、国际
化，来自31个国家、国际组织和地区的
政要、使节、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的
形式参会，充分体现各国有识之士对加强
文明对话、促进全球合作的迫切愿望和美
好愿景。参加体验交流活动的外国宾客纷
纷表达了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浓厚兴
趣，“了解孔子，就可以更好地感知中
华文明，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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