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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电(记者张家伟)自 1952 年那场“雾都劫
难”以来，伦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大力整治，逐步把城区空
气污染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其中供暖系统的升级改造功不
可没。如今，在这个大都市的未来发展蓝图中，高效、清洁
的供暖体系更是至关重要。

伦敦空气污染在“雾都劫难”中达到巅峰。 1952 年 12
月初，大量粉尘颗粒积聚在伦敦上空，市中心一度连续 48
小时能见度不足 50 米。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资料显示，约
1 . 2 万人因这次空气污染事件死亡，生病的人难以计数。

这一恶性空气污染事件一方面与工业生产排污有关，另
一方面城区居民冬季大量使用煤炉取暖也是重要原因。这促
使英国出台《清洁空气法》，并采取一系列整改措施，其中
就包括大规模改造居民供暖体系，大幅降低煤炭使用量，从

源头遏制空气污染物。
非营利组织“伦敦清洁空气”创始人及总干事西蒙·

伯基特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1956 年出台的《清
洁空气法》禁止伦敦居民在城市的排烟控制区内燃烧煤
炭。到了 20世纪 70 年代，来自北海的天然气已逐步取代
无烟煤成为伦敦居民取暖的主要燃料。”

时至今日，天然气仍是英国主要供暖能源，但北海气
田的开采已不足以完全满足全国供暖需求。英国政府
2016 年底发布的一份建筑物供暖咨询报告显示， 80% 的
英国家居供暖依靠天然气，且主要依靠进口。

目前，冬季的伦敦也不时出现轻度到中度的雾霾现
象。而这其中除了车辆尾气等因素，取暖仍是一个重要污
染源，比较突出的污染源来自木材燃烧取暖。

据伯基特介绍，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领衔的一个空气质
量监控项目在伦敦全市布设了多个空气检测设备。数据显
示，伦敦夏季的颗粒污染物中有 2% 来自家庭使用传统壁
炉燃烧木材，冬季时这一比例会飙升到 10%左右；在今
年 1 月的伦敦雾霾天里，部分监控点的高污染数值有一半
源自木材燃烧。

伯基特说，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在相关政策指导及监管
执行上仍有不少失误和漏洞，导致很多人即便居住在排烟
控制区内仍燃烧成本相对低廉的木材来取暖。

面对环保压力，伦敦乃至整个英国一直在持续投入资
源发展绿色供暖。伦敦偏北的伊斯灵顿区就在扩展当地已
有的区域集中供暖系统，这个系统当前利用热电联产的形

式，将发电产生的余热通过管网传送到当地社区的家庭中
用于取暖。当地政府计划再进一步，修建设施捕捉社区附
近地铁运行时产生的余热，并将其传导到供暖管网中，从
而为更多家庭提供廉价且环保的供暖服务。

另一方面，提高家庭自身使用暖气的效率对节能
环保也非常重要。英国一些公司正大力推广智能温控
仪。装配这种设备后，家庭用户能通过手机应用随时
设定温度和开关暖气，这样即便用户忘了关暖气就出
门，智能仪表也会通过手机提醒用户，然后用户可通
过手机中远程关闭暖气；下班路上还能提前把家中暖
气打开预热。这让用户更有效地控制暖气花费，减少
不必要的浪费。

随着英国计划到 2025 年关闭境内所有燃煤电厂，更
大力度地推进实施大型海上风电场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煤
炭这种曾助推工业革命的化石燃料将进一步淡出民众日常
生活。未来英国政府的供暖体系建设也会朝着更环保节能
的方向发展。

英国财政部商务大臣内维尔-罗尔夫曾表示，英国目
前住宅和商业建筑供暖所使用的能源几乎占到全国能源
总消耗的一半，这一过程排放的二氧化碳也占总排放量
的三分之一。“我们需要削减这方面的花费和碳排放，
但同时保证人们的家居和办公室维持相同的舒适水平，
其中一个有效方法是降能耗，这也是为什么要改进家居
供暖系统的原因，高效利用暖气调控是我们能源政策的
重要组成部分。”

采暖革命助伦敦告别“雾都”

新华社里加 2 月 11 日电(记者郭群、李德萍)踢毽
子、夹红枣、猜汉字…… 11 日，拉脱维亚大学礼堂里加
油、叫好声不断，来自拉脱维亚全国 15 个汉语教学点的
100 多名师生正在这里欢天喜地闹元宵。

记者走进礼堂，闹元宵游戏比赛还没开始，只见色
彩鲜艳的毽子在礼堂里上下翻飞——— 拉脱维亚的姑娘、
小伙儿正抓紧游戏比赛开始前的最后一点时间刻苦练
习。
中国驻拉脱维亚大使馆参赞李涛在游戏比赛开始前与

大家分享了元宵节的来历。他说，元宵节象征着团圆和愿望
的实现，祝愿每位学生在新年里都能够心想事成。

在持续两个多小时的比赛中，所有参赛队都非常认
真，努力完成每一个动作。

“糖果搬家”要求参赛的学生们用筷子夹起骰子大小的
果脯，传递给队友，速度最快的团队获胜。大多数学生能够
正确地使用筷子，并且娴熟地将果脯传递下去。

拉脱维亚农业大学的学生格里高利一边演示，一边
对记者说：“我经常吃中餐，所以筷子用得比较好。”

44 岁的巴维尔是道加瓦皮尔斯大学中文兴趣班的
学生。他穿着红色背心，胸前印着中文“我们都有中国
梦”，十分醒目。

他说：“我特地从 200 公里外赶来参加元宵节活动。我
学习中文已经 4年了，虽然只有初级水平，但是一直坚持学
习。我特别喜欢中文，觉得中文特别有趣。”

比赛中，里加文化中学学生组成的绿队格外引人注目。
绿队参赛选手年龄虽小，领悟能力却很强，在每一轮比赛中
都表现出色。场下为他们加油助威的呐喊声震耳欲聋。最
终，绿队以优异成绩夺得当天游戏比赛的冠军。

比赛结束后，道加瓦皮尔斯大学的学生们要赶回东
部。他们表示，活动很棒，玩得十分开心，但是他们对夺得
比赛第三名不满意，纷纷摩拳擦掌，准备来年再战。

今年闹元宵活动总策划、拉脱维亚大学孔子学
院汉语教师董芳说，每年元宵节，拉脱维亚大学孔子
学院都会举行庆祝活动，但是今年活动形式与往年
不同，以游戏比赛代替节目表演。“我们的目的是让
每个人都参与到活动中来，大家一起闹元宵，以此提

高学生们的汉语兴趣和汉语水平，加深他
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新华社萨格勒布 2 月 11 日电(记者薛群)克罗地亚-
中国友好协会 11日晚在首都萨格勒布举行庆祝活动，包
括克罗地亚前总统梅西奇、约西波维奇在内的克各界友
人和华侨华人一起欢度中国传统元宵佳节。

中国驻克罗地亚大使邓英在庆祝活动上说，中克友
谊深厚，每一年克罗地亚的朋友都与我们一起庆祝中国
的春节和元宵节，给中国人美好的祝福。今年是中克建交
25周年，25 年来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平稳发展，成为好
朋友、好伙伴。相信在两国人民的努力下，两国关系将在
金鸡年上一个新的台阶。

克中友协主席卡拉菲利波维奇说，克中建交 25 年
来，克中友协接待过许多来自中国的朋友，也多次访问中
国。现在中国春节、元宵节已经成为克中友协的节日。克
中朋友们在中国节日里相聚、相庆，为的是加深友谊。

卡拉菲利波维奇向邓英赠送了克罗地亚艺术家绘制
的金鸡报晓图，邓英回赠了中国传统刺绣作品。

在庆祝活动上，华侨华人即兴献上小提琴曲《梁祝》
和歌曲《友谊地久天长》，增添了欢乐气氛。

克罗地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庆祝活动举办
地亚洲饭店老板陈映烈说，每年春节期间，克罗地亚各界
朋友都要来此聚聚，相互祝福，共话友谊，这已经是 20 多
年的传统了。这几年，来的人越来越多，气氛也越来越热
烈。作为华人，从心里感到高兴，这是因为中国的强大和
国际影响力的提高。

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12 日电(记者王建)玩冰雪、观
花灯、扭秧歌、赏焰火，吃元宵…… 11日晚，众多俄
罗斯游客来到中俄边境口岸城市黑河，与他们的中国朋
友共度中国传统佳节元宵节。

节日的黑河锣鼓喧天，彩灯万盏，火树银花。在中
俄界江黑龙江的冰面上，抽冰尜、打冰上保龄球的男女
老少欢乐无比。 48 岁的苏宁拿起了鞭子，寻找童年快
乐。坐上冰滑梯，来自浙江的游客陈晓宇体验着冰爽刺
激，不时发出阵阵尖叫声。

在黑河市江边世纪广场上，近千人参加的“瑷珲上
元节”秧歌汇演，不畏严寒挥洒着心中的热情，周围聚
集了不少俄罗斯游客，安德烈就是其中之一。安德烈

说，唢呐和充满节奏感的鼓点深深打动了他，不知不
觉就加入到了扭秧歌的队伍中。

与前两届相比，黑河市今年的灯会不仅全部采用
了悬挂式的吊灯，更首次引入了俄罗斯新闻媒体的花
灯参展，为活动增添了一抹别样色彩。

俄罗斯阿穆尔州电视台台长库尔舒诺夫说，第一次带
花灯来参加中国的元宵节，在现场不仅能看到中国新春快
乐的传统符号，还能领略到来自俄罗斯的特色风情。

黑河市与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
市隔江相望，被称为“中俄双子城”。每逢中国传统
节日，与黑河市民、游客共庆佳节，共赏焰火和灯
会，已成为许多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民的习惯。

节日相聚相庆 友谊越来越深
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 1 月，

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强调，加大对“村
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决不允许其
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侵蚀基层政权。
1 月 19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
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
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
谐稳定的意见》，强调各级检察机关
要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
刑事犯罪，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
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在部
分农村，“村霸”、宗族恶势力猖獗，“土
皇帝”横行一方，违反党纪国法，操纵
选举、开设赌场、暴力抗法、霸占资
源……民众深恶痛绝。

“村霸”四大典型特征：

乱政、抗法、霸财、行凶

记者在全国多地采访了解到，有
的“村霸”以宗族、金钱利益为纽带，组
成犯罪团伙，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有
的甚至盘踞一地作恶长达数十年而
难以铲除。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
局三局局长孙忠诚介绍，乱政、抗法、
霸财、行凶是“村霸”的四大典型特征。

乱政——— 倚财仗势、干乱国法、
操纵选举。据记者了解，此前被判刑
的江西省某市原人大代表，纠结多名
同族兄弟以及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犯
罪团伙，称霸一方。20 余年来利用暴
力、威胁和其他手段，多次实施违法
犯罪行为，甚至利用势力和影响，威
胁当地党委政府工作人员，干扰基层
组织选举。

抗法——— 暴力抗法、对抗政府、
煽动滋事。记者采访了解到，2016 年
底，广西某村支书因妻子在交通事故
中丧生，便伙同亲属，当着公安民警
的面要活埋肇事司机。当公安民警阻
止时，其倚仗人多势众进行对抗，当
地派出 130 多名民警才将司机解救。

霸财——— 强拿强要、欺行霸市、
坐地纳贡。记者在基层采访了解到，
河南省某村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在出租农地、建设新社区农村饮
水工程等事情上“雁过拔毛”。河北某
村村主任自 2012 年以来，组成恶势
力团伙，要求所有村民结婚必须“上供”。曾有一村民未照办，结
婚当天竟收到了送到门口的花圈。这名村主任还动用村里的大
喇叭对该村民进行辱骂。

行凶——— 横行乡里，违法犯罪，残害无辜。据记者调查，在
广州某村有一群“村霸”，从 2008 年起就在村里为非作歹，敲诈
在村内经营小店和生活的人员，甚至当街调戏妇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旭认为，由于乡村法治资源
相对匮乏，监督疏漏多，一些最基层的地方“权钱势”勾结，使个
别村官和社会混混异变为“村霸”。

有基层组织人员充当“保护伞”，甚至有“两

委”班子成员沦为“村霸”

“基层社会生态非常复杂，‘土皇帝’现象背后往往牵涉上级
政府、基层选举、治安管理以及资金管理等问题，许多不安定因
素掺杂在一起，治理难度很大。”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
主任庄德水表示。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有基层组织人员为“村霸”充当
“保护伞”。最高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村霸”肆无忌惮，横行
乡里，称霸一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上头有人”，受欺压村民敢
怒不敢言，查办“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备受阻挠，治理难度大。

还有一些地方，基层“两委”班子选举制度不健全，不透明，
导致基层组织弱化，甚至“两委”班子成员沦为“村霸”。最高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一方面，作为民间纠纷第一道防线的村调
解委员会、治保会等面对矛盾纠纷不愿管、不敢管，使得纠纷双
方依靠身后势力大小解决，无形中促使“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盛
行。另一方面，为当选“两委”而拉拢“村霸”或宗族势力，从而沦
为“村霸”欺行霸市的爪牙，这都给治理“村霸”增加了难度。

据记者了解，江西抚州金溪县安吉村原党支部书记彭荣辉
任村党支部书记 10 多年来，该村培养发展的党员几乎全是其
亲朋好友。2014 年村“两委”换届选举时，他拉票贿选，甚至将贿
选开支以“务工补贴”的名义报销。

北京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兴宽认为，“村霸”和宗族恶势
力在农村长期存在不仅危害村民的利益，破坏农村社会的稳
定，而且还会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导致民众对基层政权
和自治组织信任不足，影响中央一系列大政方针在农村的具体
实施。

突出打击职务犯罪，消除“村霸”和宗族恶

势力存在根基

孙忠诚介绍，当前我国根治“村霸”与宗族恶势力的工作正
从三方面着手。

突出打击，强化治理。孙忠诚表示，对于“村霸”与宗族恶势
力的恶形恶状，检察机关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惩治一批，务
必坚决遏制其嚣张气焰。尤其要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
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检察、公安部门将加大查办和惩处
“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力度，增加其作恶成本。纪检监察部门则
狠抓纪律建设，及时处分违反纪律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基层组
织的党员干部，掐灭其充当“保护伞”的苗头。

多维发力，综合治理。“不能孤立地治理‘村霸’问题，需要采
取综合措施。”庄德水表示。孙忠诚介绍，一方面，检察、纪检监
察、公安、社会综治等方面将加大协作配合力度，各司其职、共
同发力。另一方面，职能部门将综合运用经济建设、教育宣导、
舆论推动等多维度社会治理措施。各地方政府积极发展经济和
教育，使适龄人员有事可做、有书可读，从长远角度消除“村霸”
和宗族恶势力存在根基。

群众路线，长效治理。王旭认为，在斩断“村霸”与宗族恶势
力“恶根”的乡村治理实践中，贯彻落实村民自治至关重要。据孙
忠诚介绍，检察机关将配合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和换届选举
机构维护好换届工作秩序，积极有效预防各类干扰、操纵和破坏
换届选举的职务犯罪，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杜绝
“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操纵选举，“带病”进入“两委”班子。

庄德水认为，要加强农村基层法律宣传教育，让法治观念走
进生活现实，帮助人民群众树立法律信仰，进而挤压“村霸”的犯罪
空间；让人民群众树立信心，主动参与“村霸”问题治理。

(“新华视点”记者杰文津、赖星、闫祥岭、陈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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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有中国梦”

拉脱维亚汉语师生闹元宵

边城黑河：俄罗斯朋友踏着鼓点扭秧歌

▲ 2 月 11 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茨厂街，人们观看舞龙表演，庆祝元宵节。 新华社发（张纹综摄）

新华社悉尼 2 月 12 日电(记者张硕)由中国国务院
侨务办公室主办的“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慰问演出 12
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精彩的文艺表演让当地华侨华
人大饱眼福。

当晚，能够容纳约两千名观众的悉尼市政厅座无虚
席，来自中国的艺术家与当地的华星艺术团联袂表演了
歌舞、杂技、民乐、变脸等精彩节目，博得全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

著名歌唱家殷秀梅为观众演唱了《长江之歌》《我
爱你塞北的雪》《在希望的田野上》等多首脍炙人口的
歌曲，著名歌唱家杨洪基压轴登场，随着耳边响起《滚
滚长江东逝水》《我和我的祖国》《我的太阳》，观众
被他美妙的歌声深深打动。

悉尼市民王先生对节目赞不绝口。他说，这是
自己近段时间所看到的最精彩的演出，除了殷秀梅
和杨洪基两位老艺术家的演唱外，杂技《晃管》和
黑骑士重唱组的男子四重唱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
象。

为了更好地满足海外侨胞精神文化需求、展示中
华文化，国务院侨办从 2009 年春节起推出“文化中
国·四海同春”演出活动。 2017 年春节期间，共
派出 7 个艺术团，分赴欧洲、亚洲、大洋洲、北
美洲 17 个国家 38 个城市演出。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艺术团还将在澳大
利亚阿德莱德、黄金海岸和布里斯班 3
个城市演出。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亮相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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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友谊地久天长
克罗地亚友人与华侨华人共庆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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