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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宜昌的学校、社区、

农村，数万市民或个人、或集体，或诗
伴舞、或音乐伴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

“万人吟诗”活动，“诗歌之城”情飞扬、
志高昂。

当晚，在宜昌广电中心演播大厅，
一场以“致远方——我爱宜昌”为主题
的诗歌朗诵艺术大赛颁奖晚会举行。
这场大赛报名参加海选的节目多达
900余个，参加人数1500多人。从海
选、复赛到决赛，参与的学生、家长和
老师，合计近万人次。

“市民对诗歌的喜爱程度超乎想
象！”市朗诵艺术家协会主席陆洞元
说，报名者中年龄最小的4岁，最大的
83岁，其中小学生最多，有600多人，
诗歌传承生机勃勃、生生不息。

2014年，宜昌被授予“中国诗歌
之城”美誉。宜昌是诗祖屈原的故乡，
中国汉语诗歌的源头；宜昌留下了李
白、杜甫、白居易等历史名人的诗歌多
达4000多首；宜昌还涌现了“农民诗
人”习久兰、“码头诗人”黄声笑以及刘
不朽、周立荣、毛子等一大批对近代、
现代产生影响的诗人……

近两年来，宜昌市委市政府深入
挖掘、传承和弘扬世界文化名人、中华
诗祖屈原的爱国、为民、向善的精神内
核，推进“中国诗歌之城”的内涵建设。
各种诗会、笔会和朗诵比赛蓬勃开展，
市民品诗、写诗、诵诗的热情不断高涨。

全民阅读，读书之城扬正气

“书香宜昌、品味经典，欢迎收听

《一起读吧》！”近日，一档名为《一起读
吧》（西陵+）的广播节目在宜昌大
热。这是西陵区人民政府、西陵区教
育局与宜昌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
全民阅读专题节目。自3月28日首
播以来，粉丝量不断攀升，在全市学
生、家长、老师和市民中掀起了读书的
热潮。

在广袤农村，宜都“农民读书节”
经验 5 月在全省推广。宜都市从
2007年起在全省率先开展“农民读书
节”，已连续举办十年，成为书香宜都
的文化名片。去年，全省“书香门第耕
读人家”主题活动在宜都举行，宜都

“农民读书节”获评全省全民阅读优
秀项目。

深化全民阅读，打造读书之城。
宜昌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建
设“宜学之城”的意见》，将开展全民阅
读、打造读书之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宜昌现代化特大城市建设“1＋
10”战略的组成部分进行部署，并将
打造读书之城作为文化惠民工程和市
民素质提升工程列入了 2015 年、
2016年市政府工作报告。

今年以来，宜昌全民阅读活动开
展如火如荼。市中级人民法院开通了

“书香在线”，法官们可以随时随地阅
读经典；市一中开展了教师“读书富
脑”活动；夷陵中学每周一3000师生

“朝读经典”；市人社局开展了“书香进
工地”……

全域创建，文化大城强底气

一道丰富的文化大餐正在酝酿，

即将走进宜昌市民的生活。正在建设
中的宜昌博物馆新馆将于年底完工，新
馆集历史博物馆、三峡移民博物馆、龙化
石博物馆、党史馆四馆于一体，共设有12
个展厅，可同时容纳3000人参观。

猇亭区文体活动中心建成开放，
当阳市淯溪镇民俗博物馆开门迎宾，
远安县洋坪镇双路村文化广场成为了
村民的幸福乐园……

去年5月，宜昌以中部地区排名
第一的优异成绩，取得了国家第三
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资
格。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是
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开展的一项战略
性文化惠民项目。近年来，宜昌为争
取创建资格，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工作，一批文化基础设施建起来了，一
系列惠民文化活动热起来了，一个个
特色文化品牌亮起来了。

通过全域创建，宜昌初步形成了
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文化
中心户五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市级
群艺馆、博物馆、图书馆三馆齐全。县
级公共图书馆12个，其中国家一级馆
6个。县级文化馆13个，其中一级馆
2个。全市110个乡镇有105个综合
文化站、84个广播电视站。全市有
1451个村文化（图书）室和农家书屋，
2679个科技文化中心户，实现了城乡
全域覆盖。

宜人之城，昌盛之地；诗意宜昌，
文化立城。随着一个又一个城市文化
品牌的相继绽放，宜昌，将成为令人诗
意栖居的理想家园。

“离是骚啊！是百尺千里的愁骚，
是千门万户的烦、千门万户共同的忧，
离开秭归，你写下《离骚》……”

6 月 8 日上午，在宜昌举办的
201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上，
台湾明道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著名诗人
萧萧朗诵了他原创的诗歌《诗的原乡》。

与此同时，在宜昌的学校、社区、
农村，数万市民或个人、或集体，或诗
伴舞、或音乐伴诗，在各个校园里、在
磨基山下、在天然塔旁、在镇江阁屈原
雕像前，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万人吟
诗”活动，与主会场相呼应。

万人吟诗活动由宜昌市委宣传
部、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教育局主

办。本是一次官方活动，却成为全市
百姓共庆、共享、共赏的文艺盛事。

据统计，此次活动全市共有三十
多所中小学校、三万多师生，城区近千
名来自社会文艺团队的文艺爱好者积
极响应和参与。

三峡红叶合唱团是此次吟诵活动
中平均年龄最大的团体，他们最小的
48岁，最大的73岁。“端午节是我们
的传统节日，我们一定要参与进来，讴
歌美好生活，弘扬传统文化。”副团长

刘光珍告诉记者，活动通知发出后，大
家一呼百应，积极参加，用心排练，只
为展现出最好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
貌。

记者还发现，在此次吟诵活动中，
不少诗歌是本土原创。西陵区镇镜山
小学朗诵的《宜昌儿女》、点军区朗诵
的《宜昌，横亘千古的人文画卷》、伍家
岗区朗诵的《致远方·我爱伍家岗·天
然塔的守望》、夷陵区朗诵的《夷陵恋
歌》等，都出自本土诗人之手。

听，宜昌“万人吟诗”
荆楚行记者 杨婧

全民阅读·荆楚行

我国发射世界首颗量子
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据新华社甘肃酒泉8月16日电 2016年8月16日1时
4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
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这将使我
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构建天地
一体化的量子保密通信与科学实验体系。

量子卫星首席科学家潘建伟院士介绍，量子通信的安全
性基于量子物理基本原理，单光子的不可分割性和量子态的
不可复制性保证了信息的不可窃听和不可破解，从原理上确
保身份认证、传输加密以及数字签名等的无条件安全，可从根
本上、永久性解决信息安全问题。

量子卫星2011年12月立项，是中科院空间科学先导专
项首批科学实验卫星之一。其主要科学目标一是进行星地高
速量子密钥分发实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广域量子密钥网络
实验，以期在空间量子通信实用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二是在
空间尺度进行量子纠缠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实验，在空间尺
度验证量子力学理论。

工程还建设了包括南山、德令哈、兴隆、丽江4个量子通
信地面站和阿里量子隐形传态实验站在内的地面科学应用系
统，与量子卫星共同构成天地一体化量子科学实验系统。

潘建伟表示，我国自主研发的量子卫星突破了一系列关
键技术，包括高精度跟瞄、星地偏振态保持与基矢校正、星载
量子纠缠源等。量子卫星的成功发射和在轨运行，将有助于
我国在量子通信技术实用化整体水平上保持和扩大国际领先
地位，实现国家信息安全和信息技术水平跨越式提升，有望推
动我国科学家在量子科学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对于推动
我国空间科学卫星系列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本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中科院研制的稀薄大气科学实验
卫星和西班牙科学实验小卫星。量子卫星发射入轨后将进行
3个月左右的在轨测试，然后转入在轨运行阶段。

我国将加快医疗服务
价格调整步伐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16日发布
报告称，将进一步加快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步伐，加大价格调整
力度。一方面统筹考虑取消药品加成及财政补偿政策，同步调
整医疗服务价格予以补偿；一方面通过规范诊疗行为，降低药
品、耗材等费用腾出空间，逐步理顺医疗服务价格比价关系。

根据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总体情况报告，下一步要及
时放开市场竞争比较充分、个性化需求比较强的医疗服务价
格，建立由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谈判合理确定医保支付
标准，引导价格合理形成的机制。同时，逐步改革以项目为主
的定价方式，积极推进按病种、诊断单元、服务单元、签约服务
包等有利于控制费用的医疗服务定价方式。

2012年以来，各地配合公立医院改革有序推进了医药价
格改革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县级公立医院中，除天津、上海两
地外其他各省全部取消了药品加成，有升有降调整了医疗服务
价格。城市公立医院中，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青海、上
海、天津等八个省（市）城市医药价格改革已全面推开，其他省
（区、市）也都在部分城市和部分医院开展医药价格改革试点。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 16日
电 17日的里约奥运会赛场，中国粉
丝们最关心、也许最放心的项目莫过于
乒乓球。当日男团决赛将上演中日对
决，此外中国女拳手尹军花将为晋级冠
军决赛“大打出手”。

乒乓球比赛17日收官，当天唯一
的重头戏是男团决赛中日大战。中国
队和日本队分别淘汰了韩国队和德国
队后进入决赛。展望这场男团终极较

量，球员许昕表示，虽然整体实力在对
手之上，但是中国队不会去保金牌，而
是拼下这场比赛。马龙和丁宁已经为
中国队拿到两枚金牌，如果男队和女队
能在团体项目上双双卫冕，国乒将继
2008年和2012年之后，连续第三次完
成对奥运会单打和团体总共四枚金牌
的包揽。

在很多项目已经接近尾声之时，拳
击比赛渐入佳境。中国女拳手、57－60
公斤级的尹军花将在17日的半决赛中
迎来芬兰对手波特科宁。不过由于奥
运会拳击项目实行双铜牌制，因此尹军
花实际上已经为中国拳击队确保了一
枚奖牌。此外，李倩和胡建关将分别在

女子69－75公斤级和男子52公斤级
比赛中争进四强。

田径项目当日将产生男子3000米
障碍、女子100米栏、女子200米和女
子跳远四块金牌。男子3000米障碍
中，肯尼亚老将肯博伊将志在卫冕。自
从2009年大邱世锦赛上夺冠，肯博伊
已经连续获得了四届世锦赛和一届奥
运会的冠军，七年之内保持大赛不败的
纪录。

女子跳远项目中，俄罗斯田径“独
苗”克利申娜几经折腾目前已获准参
赛，如果能在16日晚间的资格赛中顺
利晋级，17日的决赛她将是俄罗斯田
径在本届奥运会上的唯一夺牌希望。

羽毛球赛场当日将决出混双金牌，
可惜中国的两对伦敦奥运会冠亚军组
合折戟半决赛，该项目金牌将在印度尼
西亚组合阿玛德／纳西尔和马来西亚
选手陈炳顺／吴柳莹之间产生。男单
将上演四分之一决赛，林丹、谌龙和李
宗伟如果其中一人无缘半决赛，那才是
羽毛球赛场的大冷门。

17日的奥运会皮划艇静水男子单
人划艇200米赛场也有亮点，中国皮划
艇队领军人物李强将在比赛中亮相，如
果当日能闯入决赛，那么他将在18日
冲击奖牌。跳水比赛当天将进行女子
10米台预赛，中国队任茜、司雅杰出
战，进入半决赛应该问题不大。

乒乓男团上演中日对决
相约里约·今日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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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中国选手张文秀在比赛中。
当日，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链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张文秀以76米75的成绩获得银牌。

张文秀获女子链球银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