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新中国峥嵘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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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062019年9月 11日 星期三
组版编辑 高超 美编 周鸿斌

□新华社记者

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
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
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如今，从课程到设施，从理念到实
践，体育教育正发生着深刻变化。越
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走到阳光下，
跑到操场上，享受体育的乐趣，插上强
壮的翅膀。

课程之变：花样体育课
阳光一小时

“在我们学校，小学生每天跑 500
米，初中生每天跑 1000米。”哈尔滨市
实验学校健康综合教研室主任王彦文
说，每天下午第二堂课，都是“律动生
命”体育课，学生统一到操场进行一小
时的体育运动，确保阳光运动一小时。

结合学生兴趣与办学实际，哈尔
滨市实验学校还将冰壶、棒球、马球、
武术等“小众”体育项目引入校园。每
周二下午举行的社团活动日，田径、篮

球、足球等14个体育社团爆满。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相

关负责人说，通过课程创新、形式创新
激发孩子们对体育的广泛兴趣，帮助
他们掌握健康知识和一到两项运动技
能，有助于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多
参加体育锻炼和体育竞赛，这是提高
体质健康水平的关键环节。

设施之变：“老三样”变
身冰雪项目升温

在湖北武汉，包括红钢城小学在
内的多所小学建立了自己的冰球队。

这门冰雪运动课一上线，就受到
了学生们的欢迎，有近 200 名学生报
名参加。经过层层选拔，学校最终组
建了一支18人的冰球队。

红钢城小学三年级学生李佳霖是
其中一员，每周五下午第二节课后，她
都和其他队员一起去附近的冰场训
练。对于冰球给孩子带来的成长，红
钢城小学校长朱冬梅说：“孩子们做事
情更专注了，碰到挫折不会轻易放
弃。打冰球强调团队合作，他们会把
这些经验带到生活中。”

受地理环境、师资短缺、场地不足
等因素影响，我国冰雪运动基础在南
方相对薄弱。而今，很多地方创新机

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共同
开展体育运动，在体育场地设施、体
育培训、体育赛事活动等方面有了显
著提升。

理念之变：体育融入生
活开启多彩人生

从全校只有4名兴趣队员，打比赛
凑不齐人，到如今拥有 70余人的专业
球员梯队，重庆市首批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巴南中学在短短7年时间里，
掀起了一阵足球热潮，还培养出 28名
国家一级运动员。

“球队成立之初，一些家长担心训
练会耽误孩子的学业，对踢球这件事
不太支持。”巴南中学体育老师钟世隆
说，经过一段时间集体训练，家长发现
原来调皮捣蛋的孩子因为踢球变得守
纪律，上课也更专注了；还有一些孩子
变得更活泼、更自信。

从巴南中学女足队走出来的女孩
范铃铃，如今已经在浙江大学行政管
理学院就读大学二年级，她的微信里
有 10多个和足球相关的微信好友群，
还拥有不少“小粉丝”。

“我始终记得教练告诉我的话，无
论是踢球还是读书，关键都是要刻苦，

培养学习能力。”在范铃铃看来，体育
所带来的不仅是运动技能，还有良好
习惯的养成和意志品质的提升，这正
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从热爱到追求，从兴趣到使命，体
育精神也激励着一代代人拼搏奋斗，
为助力伟大中国梦的实现注入磅礴动
力。

就在两个多月前，习近平总书记
给北京体育大学 2016 级研究生冠军
班全体学生的回信，让作为冠军班学
生的跆拳道奥运冠军郑姝音感到激动
又欣喜。

“总书记的回信对我们来说是极
大的鼓舞。”郑姝音说，她感受最深的
就是信上那一句“使命在肩、奋斗有
我”，“这是总书记对我们的叮嘱，也让
我更明确了自己作为国家队运动员的
光荣使命，激励我在训练中不断挑战、
突破自我。”

目前，郑姝音正和队友们在紧张
训练，备战即将到来的 2020年东京奥
运会。“我会牢记总书记对我们的嘱托
和期望，继续顽强拼搏，力争以优异成
绩为国争光，为建设体育强国贡献力
量。”（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执笔
记者：李凤双、管建涛、杨思琪 参与记
者：胡浩、廖君、俞菀、柯高阳、魏梦佳）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10 日电 国
家外汇管理局 10日发布消息，经国
务院批准，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取消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
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
资额度限制。同时，RQFII试点国家
和地区限制也一并取消。

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会同相
关部门已先后 3次对 QFII和 RQFII
的相关外汇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在
额度审批、资金汇兑等方面不断放松
管制和简化手续。

“此次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
投资额度限制，是国家外汇管理局深
化金融市场改革开放，服务全面开放

新格局的重大改革，也是进一步满足
境外投资者对我国金融市场投资需求
而主动推出的改革举措。”国家外汇管
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说，
明晟（MSCI）、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
以及彭博巴克莱等国际主流指数相继
将我国股票和债券纳入其指数体系，
并稳步提高纳入权重，境外投资者对
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需求相应增加。

今后，具备相应资格的境外机构
投资者，只需进行登记即可自主汇入
资金开展符合规定的证券投资，境外
投资者参与境内金融市场的便利性将
再次大幅提升，中国债券市场和股票
市场也将更广泛地被国际市场接受。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
表达了摆脱屈辱外交的决心和开展
外交工作的基本方略。朝鲜停战以
后，国际局势有所缓和，新中国的国
际威望逐步上升。中国政府代表团
先后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是
新中国登上国际舞台的成功实践。

1954年 4月至 7月，周恩来率团
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
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国际
会议。周恩来进行了紧张的穿梭外交，
经过多方努力，会议达成《日内瓦会议
最后宣言》，印度支那基本恢复和平。
会场之外，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同各
国代表团和各方面人士接触，他真诚、
坦率、机智和潇洒的个人魅力，给人们
特别是没有和新中国接触过、原来心
存疑虑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休会期间，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
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
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基本

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这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关
系的普遍准则。

1955年 4月，周恩来再次率团参
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
议。参会的一些国家由于对新中国
不了解，在发言中批评和攻击共产主
义。针对此，周恩来在发言一开始就
明确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
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
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会上的紧张
气氛因周恩来的发言而改变。会议
最终达成《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
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
则，这实际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进一步体现和引申。

万隆会议上体现出的团结、友谊、
合作的“万隆精神”，掀开了亚非各国
人民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历史性
的一页，也为新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国
际朋友。（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据新华社长沙9月 10日电 罗健
夫是渊博的知识分子、技术卓越的科
研人员，也是一位无私奉献的共产党
员，知识分子的楷模。

罗健夫，1935 年 9 月 21 日出生
于 湖 南 省 湘 乡 县 城 关 镇 南 正 街 。
1948年考入湘乡一中。1951年参加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考入西北
大学原子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

1959年4月14日，罗健夫加入中
国共产党。1965年，罗健夫开始研究微
电子技术。1968年，参加北京电机厂技
术攻关协作。次年，主持国家空白项目
——图形发生器攻关。“文化大革命”期
间，他力排干扰，以顽强的毅力，攻读电
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数
学、集成电路等多门课程。1972年，他
研制出了第一台图形发生器。1975
年，他又研制成功了“Ⅱ型图形发生
器”，为我国航天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8年，“Ⅱ型图形发生器”获得
了全国科学大会奖。面对荣誉和奖励，
罗健夫想得最多的是其他同志。在Ⅱ
型图形发生器申报国家科技成果时，
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最后。“Ⅱ型图
形发生器”研制成功后，他再接再厉，
继续研制Ⅲ型图形发生器，至1981年
10月已独立完成全部电控设计。

正当罗健夫积极投身Ⅲ型图形
发生器的改良工作时，病魔却悄然向
他袭来。1982年 2月，罗健夫被确诊
为癌症晚期。面对沉重的打击，他想
得最多的仍然是手头的科研工作不能
停。面对绝症，他不止一次对主治医
生说：“死后我的身体捐献给国家，希
望对以后其他人的治疗有帮助。”

罗健夫去世时年仅 47岁。2007
年是罗健夫逝世25周年，771研究所为
他塑像，号召新一代航天科技工作者学
习罗健夫忘我工作、勇于攻关的精神。

奔跑吧，少年！
——体育让孩子们插上强壮的翅膀

国家外汇管理局

取消QFII和RQFII投资额度限制

登上国际舞台

罗健夫：知识分子的楷模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9月10日，焦作市解放区78岁老党员王素琴（中）为社区80岁以上老年人送“爱心月饼”。自2009
年以来，王素琴在中秋前都会自费为社区80岁以上老年人送来月饼。⑨3 李良贵 摄

▲ 9 月 10日，许昌市魏都区文峰街道办事处河西社区开展“中秋月 邻里情”活动，居民们一起制作
月饼，共同感受传统节日氛围，建立和谐邻里关系。⑨3 乔利峰 摄

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9月 10日
上午，2019 年全省首批新兵起运欢
送 仪 式 在 郑 州 东 站 举 行 。 随 着
G2215次列车一声长鸣，190名身穿
迷彩军装、佩戴红色绶带的新兵启程
奔赴军营。据悉，新兵启运工作将于
9月底前全部结束。

省政府、省军区、省征兵办有关
负责同志前来送行。

在郑州东站月台登车口前，“当
兵光荣、保家卫国”的鲜红绶带映照
着年轻的脸庞，入伍的新兵们个个精
神抖擞。前来送兵的负责同志亲切
询问入伍新兵的年龄、家乡等情况，
并勉励大家：“到部队好好干，好好锻

炼，好好学习。”
王 向 阳 是 郑 州 轻 工 业 大 学 的

应届毕业生，因为怀着一个军旅梦
选择参军入伍。通过郑州市金水
区人武部的“精准征兵大数据辅助
决策系统”，他被精准分配到与所
学专业相匹配的部队。他作为新
兵代表表示，甘愿用无悔的青春付
出，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贡献自己
的力量。

据了解，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
来，我省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入伍的
新兵中，大学生成为主体。入伍青年
呈现出政治素质好、文化素质好、身
体素质好的特点。③6

今年我省首批新兵奔赴军营

情暖

爱心相伴

（上接第一版）
脱贫攻坚任务能否完成，关键在

人，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任正晓表示，

“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在转变作风
上要硬碰硬，以作风攻坚促进脱贫攻
坚，以作风转变巩固脱贫成果。”

进村入户、访贫问苦、解决难题，
今年以来，省纪委主要领导带头深入
驻马店、洛阳、濮阳等地贫困村调研督
导，足迹遍布今年拟摘帽的 14个贫困
县和已脱贫摘帽但问题线索仍然较多
的县。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及 5
名厅级干部，一对一联系贫困县，联县
包案、深入一线、靠前指挥。

省辖市纪委书记、县（市、区）纪委
书记、乡镇纪委书记也带头示范，遍访
督查脱贫攻坚任务重的乡镇、重点贫
困村和重点贫困户，用脚步丈量民情，
用实干赢得民心。

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走到田间地
头，走进农家小院，到群众反映强烈、
问题矛盾集中、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的
地方去，“一竿子插到底”，主动发现问
题线索，协调解决突出问题。今年以
来，全省纪检监察干部共走访群众
53.37 万人次，协调解决问题 27029
个。

今年 7月，省纪委监委结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分3批组织
青年干部到定点帮扶村开展一线实践
锻炼。青年干部和乡亲们一起下地干
活、一起做家务，听到了老乡们平常不
说的“心里话”，摸到了材料上看不见
的“真情况”，帮助群众解决了许多“烦
心事”。

“以前觉得纪委的干部很严肃。”9
月 6日，上蔡县黄埠镇小王营村贫困户
陈大姐拉着记者的手笑着说，“现在感

觉可贴心，就像亲人一样。”

做实监督执纪、正风反
腐的精细活

“陈心国在担任长竹园乡两河口
村党支部书记期间，把不符合条件的
农户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帮扶；
达权店镇幸福村‘两委’班子成员罗资
平、姜祖道、何先琴违反规定，滞留拖
欠8户贫困户扶贫资金16000元……”
最近，商城县纪委监委通报4起扶贫领
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在当地引发强
烈反响。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啃食
群众获得感，是必须坚决打掉的攻坚
决战“拦路虎”。今年3月，全省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紧紧围绕“贫困县摘帽、贫
困村退出、贫困户脱贫”这个攻坚任
务，纵深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专项治理决战年行动。

全省纪检监察系统以 2019 年拟
摘帽的 14个贫困县为重点督办对象，
盯住政策制定、资金拨付使用、基础设
施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等重点环节，
盯住危房改造、低保等重点领域，盯住
重点人群，坚决查处贪污侵占、虚报冒
领、截留挪用、优亲厚友等行为，对重
大典型问题，一律由上一级纪检监察
机关提级办理或派员领办。

为强化震慑作用，我省对查处的
扶贫领域典型案例第一时间通报曝
光：对党的十九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
收手的，一律通报曝光；对 2018 年开
展专项治理以来依然顶风违纪的，一
律通报曝光；对决战年行动中查处的
扶贫领域腐败典型案例，一律通报曝
光。

截至目前，省纪委监委机关领导

干部“联县包案”第一批第二批督办的
89件问题线索已办结75件，14个贫困
县需要清零的 353起问题线索已全部
办结。

“对实名举报的每一起案件，向当
事人和村民代表双反馈，群众满意了，
我们的工作才算到位。”台前县委常
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苏本长
说，确保扶贫领域案件既在数字上“清
零”，又在群众心中“清零”。

做好以案促改、固本强
基的大文章

“南湖街道闵庄村原党支部书记
段世学利用工作便利，骗取农村危房
改造补助金，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
响。希望大家要以案为鉴，廉洁自律，
正确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近日，新
蔡县召开扶贫领域警示教育大会，全
县 361个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现场接
受警示教育。

“很震撼，很受触动。”一位村党支
部书记参加警示教育大会后深有感触
地说，“我们要以此为镜查摆自身存在
的问题，引以为戒，决不能重蹈覆辙。”

用好案件活教材的警示作用，只
是决战年行动中以案促改的一个重要
环节。在促上花大力气，在改上下真
功夫，通过制度建设和执行夯实基础，
从根本上禁绝扶贫领域相关问题查而
不止、纠而复发现象，让护卫脱贫攻坚
的作风决战更具持久效应。

有群众反映，邓州市刘集镇郑赵
集村原党支部书记张某某等人采取
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手段骗取危房
改造补贴款。邓州市纪委监委在依
纪依法查处的同时，对刘集镇党委政
府下发纪律检查建议书。该镇以此

案为镜鉴扎实开展以案促改，对所有
扶贫惠农资金进行自查自纠，围绕扶
贫资金、低保、危房改造等项目开展
专项整治，认真查找扶贫惠农资金在
申请、上报、审核、下发等过程中的薄
弱环节，制定治本措施，堵住漏洞，确
保每一分扶贫惠农资金都用在贫困
群众身上。

惩是为了治。省纪委监委聚焦
3313件发生在扶贫领域的违纪违法案
件，深入开展以案促改，对扶贫领域存
在问题逐一“把脉开方”，持续强化“不
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
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剖析发案原因，查找制度漏洞，及
时建章立制。针对低保领域问题多
发现象，省纪委监委督促省民政厅开
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印发实施《河
南省低保经办人员和村居委会干部
近亲属享受低保备案制度》，完善制
度打造阳光低保。针对健康扶贫领
域问题，省卫健委、省扶贫办、省发改
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健康扶
贫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建设的
指 导 意 见》，紧 盯 问 题 堵 塞 制 度 漏
洞。针对扶贫信息不公开不对称等
问题，开封、商丘等地打造“互联网+
扶贫资金”监督平台，将精准扶贫资
金、惠民补贴等 30 余项民生项目及
12 大类民生资金录入平台，用科技手
段锁定“微腐败”问题线索。

查处一案，警示一片，规范一方。
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生
根，充分彰显了纪检监察人的初心使
命。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
们将重整行装再出发，让清风正气涤
荡扶贫战场，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
供坚强纪律和作风保障。”③6

护卫脱贫攻坚决胜收官

9月10日，宁陵县石桥镇果农正在收获金顶谢花酥梨。金秋时节，该县20
多万亩金顶谢花酥梨压弯枝头，丰收的硕果让果农喜上眉梢。⑨3 吕忠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