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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生命科学大会 27日在京开幕，
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强调，深入交流，凝聚
共识，加强协作，推动生命科学研究和技术
创新取得更多突破

■全国政协 26日在京召开双周协商座
谈会，围绕“中长期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
展”建言资政。汪洋主持 （均据新华社）

本报讯 天津警备区正军职离休干
部、原陆军第24军军长姚保钱同志，因病
于2018年6月7日在天津逝世，享年93岁。

姚保钱系安徽定远人，1925年 4月出
生，1939年 3月入伍，1942年 4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历任勤务兵、学员、电话员、
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副科
长、科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第 24
军 197师副参谋长、参谋长、师长，第 66
军参谋长，第24军参谋长、副军长等职。

姚保钱同志逝世
本报讯 广东省军区正军职离休干

部、原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政委王天羿
同志，因病于 2018年 6月 10日在广州逝
世，享年92岁。

王天羿系河北深州人，1926年 5月出
生，1938年2月入伍，1938年9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南京军事学院学员、教员，师
政治部主任、政委，广西军区政治部副主
任，海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体育学院
政治部主任，广州军区炮兵政委等职。

王天羿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副兵团
职离休干部、原铁道兵后勤部政治委员
程荣耀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8年 9
月 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程荣耀同志是河南省新县人，1931
年参加革命，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班长、排长兼
司务长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第三、四、五次反“围剿”等战役战斗。抗
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团政治指导员、政治
教导员，团副政治委员等职，参加平型

关、张店、町店、反“扫荡”、佃湖阻击战等
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团政
治委员、校政治委员，总分校政治部副主
任、副校长等职，参加了苏中等战役战
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分区副政治
委员、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抗美援
朝，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作出了贡献。

他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曾荣获
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
解放勋章。

程荣耀同志逝世

深秋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弱水
河蜿蜒流淌，胡杨林黄叶绚烂，神舟
桥飞架南北……我国航天事业的发祥
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景色宜人。

自 1958年 10月成立以来，中心一
代代航天人大力传承弘扬“两弹一
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和东风精
神，扎根大漠、逐梦太空，先后打出
一系列“争气弹”“中国星”“神舟飞
船”，在实现中国梦航天梦的征途上书
写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东风”啸大漠

中国导弹事业，是从大漠启航的。
20世纪 50年代，面对西方列强的

封锁制裁和战略威慑，党中央毅然做
出了发展“两弹一星”的伟大决策。

中心第一代建设者闻令而动，仅
用 2年零 4个月就在荒漠之上建成我国
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

1960 年，苏联专家撤走后，他们
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很快便摆脱丢
掉“拐棍”就无法走路的困境。当年
11月，我国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
东风一号腾空而起。

距离中心城区约 50公里的戈壁滩

上，有一个名叫“50号”的点位。在
这片将被沙尘掩埋的地方，有一块约
10平方米的水泥台，上面被高温烧熔
的钢铁、被火焰喷射灼出的大坑依旧
清晰可见。

1966年 10月 27日，中心在这里组
织进行了我国第一次导弹和原子弹结
合试验。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一
次在本国领土上进行的核导弹试验。

距离发射台最近的发射控制室，
是最危险的地方。高震亚、王世成、
颜振清、张其彬、刘启泉、佟连捷、
徐虹7名勇士主动要求留了下来。

随后，核导弹在预定地域上空成
功爆炸。

“长征”振翅飞

10 月 19 日，东方红卫星发射场，
30多位曾经在中心工作过的老人从全
国各地赶来，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站在锈迹斑斑的发射塔架前，75
岁的刘庆贵心潮起伏。1970 年，我国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这里起飞，《东
方红》乐曲响彻寰宇。
“大漠里放飞东方红，让我们提振

了民族士气、挺直了民族脊梁，宣告

了浩渺太空中有了属于中国人的一席
之地。”当年参加卫星发射测试工作的
刘庆贵自豪地说。

1970年 4月 1日，载着长征一号运
载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专列，秘
密驶抵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发射场。

然而，大漠航天人尽管有冲天的
热情和干劲，脚下的道路却并不平
坦：发射前一天，在为火箭加注燃料
时，发生了严重的泄漏事故；最后一
次综合测试中，各种故障接连出现；
发射前一小时，发射场上空出现厚重
的高云……

面对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那
一夜很多人没有合眼：燃料泄漏，就
赶紧组织人员堵漏；发现故障，就立
即安排人员排故；天空有高云，气象
室紧急开展天气会商……

1970 年 4月 24 日，长征一号托举
着东方红一号直刺苍穹。

天上一曲《东方红》，领唱华夏航
天歌。
“2018 年，我们将创造年发射 20

次以上的航天发射新纪录。”中心主任
张志芬说，60年间，中心先后执行 110
次航天发射任务，成功将 145颗卫星送
入茫茫太空。

“神舟”泛银河

这是一组令人振奋的数字——从
1999 年到 2016 年短短 17年间，11艘神
舟飞船从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发射升空，
先后将11名中国航天员送入浩瀚太空。

时光回溯。1992年，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正式立项。几年后，一座现代化的
载人航天发射场出现在西北大漠。

1999年 9月 18日，神舟一号飞船按
照试验程序做模拟飞行时，返回舱一个
制导陀螺突然不工作了。为确保万无一
失，发射场指挥部顶住压力，毅然决定打
开舱底，把所有隐患消除在地面，这给工
程全线开了一个严把质量关的好头。

2003 年 10 月 15 日，我国航天员杨
利伟乘坐神舟五号出征太空。从此，浩
瀚太空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多人多天飞行、太空行走、交会对接、
太空授课、太空加油、中期驻留……此后
的15年间，中国航天人的步伐越迈越快。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空间站时代。
“大漠航天人的忠诚不是说出来的，而
是干出来的。”中心党委书记纪多说，
“迈入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将继
续书写航天强国新篇章。”

瀚海天路 逐梦太空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建设发展纪事

■许京木 陈金秋 本报记者 邹维荣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近日，中央宣
传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全
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华见义勇为
基金会联合发出《关于举办第十四届全国见义勇
为英雄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向全国征选见义勇为英模候选人事迹。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评选表

彰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
领导，精心安排部署，把组织评选表彰的过程变
成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过
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推
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过程；评
选表彰工作要充分体现群众性，立足社区、企业、
村镇、学校、连队、机关等基层单位，确保评选出
的英雄模范事迹过硬、代表性强，可歌可泣、可信
可学，使群众在参与中受到教育、得到提高；要把
宣传工作贯穿评选表彰活动始终。各主办单位
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军
队各单位要组织主要新闻媒体、网站，运用多种
形式，大力宣传各地见义勇为工作先进经验，大
力宣传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的感人事迹，努力扩大
活动影响，营造全社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
爱英雄”的浓厚氛围；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切
实做好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权益保障工作，充
分体现党和政府对英雄模范的关爱，充分体现英
雄模范享有崇高社会地位、广受社会尊敬。

本届评选表彰活动，将评选出全国见义勇为
英雄（含英雄群体）10名（个），全国见义勇为模范
（含模范群体）50名（个）。获全国见义勇为英雄
荣誉称号的个人，奖励 10万元人民币，牺牲的英
雄追加 10万元慰问金；获得全国见义勇为英雄
群体荣誉称号的群体，共奖励 20万元人民币，英
雄群体中牺牲的个人，追加 10万元慰问金；获全
国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的个人，奖励 5万元人
民币，牺牲的模范追加 10万元慰问金；获得全国
见义勇为模范群体荣誉称号的群体，共奖励 10
万元人民币，模范群体中牺牲的个人，追加 10万
元慰问金。

各地各部门推荐的候选人，主要从 2015年 6
月 1日至 2017年 5月 31日期间涌现出来的见义勇
为人员中产生；2019年 2月，英雄（群体）、模范（群
体）候选人的主要事迹将在《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经济日报》等媒体和人民网、新华网、中国军
网等网站上刊登，面向全国公示，发动公众投票。
将适时在北京召开第十四届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
范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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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27日电 记者侯磊
报道：“我今天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签订
了就业协议，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走出国家会议中心，今年从原解放军263
医院退役的上士王金辉兴奋地说。10月
27日，北京市举行 2018年度退役士兵央
企选签会，来自 84家中央企业的 276家
单位提供 600 多个岗位供退役士兵选
择，百余人现场签约或达成就业意向。

多年来，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退役军人安置工作，今年又把事业单位接
收安置退役士兵比例提高到50%以上。为
解决退役士兵选签的后顾之忧，北京市今
年明确要求相关企业与退役士兵达成就业
意向1个月内必须安排其上岗，并依法签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非退役士兵本人
原因不得安排下岗，不得以劳务派遣、有偿

转移等形式代替接收安置。同时，还要求
企业注重退役士兵的培养使用，突出人岗
适配和学习培训，确保做到人尽其才。

今年，我国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由
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的
意见》等文件，明确将123家中央企业全部
纳入退役士兵安置计划下达范围，拓宽了
退役士兵就业安置渠道。北京市2018年
度退役士兵央企选签会消息发布后，各中
央企业专门拿出600多个岗位，最大限度
满足符合条件退役士兵的就业需求。

此次选签会采取退役士兵三轮投档
的招录方式，大大提高了岗位选择的透
明度，有效解决了岗位选择信息不对称
等问题。选签会后，北京市各区退役军
人安置部门将为退役士兵统一办理分配
信，并转递档案关系。

北京市举行2018年度退役士兵央企选签会
276家单位提供600多个岗位供退役士兵选择

“今年是个丰收年，多亏了解放
军……”9 月下旬，南疆大地秋高气
爽，瓜果飘香，记者一行驱车前往新疆
和田县巴拉玛斯村。正在蔬菜大棚收
割秋菜的玉素甫老大爷，看见穿军装
的我们，笑着迎了过来。

巴拉玛斯村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
南缘，因终年干旱缺水，生产方式单一，
多数村民都很贫困。从2016年开始，新
疆军区某团按照“思想引领帮带队伍、
一户一策精准帮扶、情感融合增进团
结”的方法，结对帮扶巴拉玛斯村，实现
了稳定与发展。如今，村里90%以上的
贫困户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脱贫的关键在于精准帮建。”该

团政委陈柏涛说，他们帮扶中注重在
深挖穷根上下功夫，在详细考察、逐户
调研的基础上，为每个贫困户精准制
订了脱贫计划。

阿布都艾力·努日是村里的老党
员，针对他过去有养殖技能的情况，该
团帮他购置种羊、奶牛 20余只，又联

系协调让他参加专业养殖技术培训、
奶产品深度开发培训。如今，他家里
仅养殖一项，年收入就近万元。

3年来，该团邀请地方技术人员到
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为村民讲授
小麦、玉米种植和牛羊养殖知识。在
此基础上，还选送有知识肯钻研的青
壮年到工程队、职业技校、个体手工作
坊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
力。目前，全村70亩湿地芦苇、20座大
棚均由村民承包，5名村民自主创业，
经济发展呈现多点开花的良好局面。

贫困户阿皮亚提·库迪热提大妈的
两个儿子在家没有工作，一家人靠种植
水稻维持生计。开展结对认亲后，该团
帮助阿皮亚提开办了商铺，并帮她的大
儿子找到工作，还推荐小儿子担任民兵。

精准举措结硕果。如今，这个村已
有 220多户实现脱贫。为巩固扶贫成
果，该团还将组织扶贫成效“回头看”，
按照“脱贫一批，新帮一批”的原则，开
展持续帮扶，助力村民早日奔小康。

幸福花开民族村
■唐 帅 张 涛 本报特约记者 张 强

“杜婆婆，明天我们再把20袋水泥
拉过来”“谢谢小刘，谢谢解放军……”
10 月 25 日晚上 8时许，四川省简阳
市老龙乡灯坝村一条羊肠小道上，两
个手电筒在黑夜里交映生辉。

记者虽然走在前面，但杜桂芳老
人和第 77集团军保卫处干事、驻村
扶贫干部刘晋豪的对话却听得真切。

杜婆婆今年 74 岁了，丈夫去世
得早，儿子 15年前到外地做了“上
门女婿”，女儿也早已嫁到外村，
她一直独居生活。被确定为定点帮
扶对象后，刘晋豪就经常到她家里
帮扶。

这次是刘晋豪驻村以来第 7 次
到杜婆婆家。根据精准扶贫计划，
部队出资帮杜婆婆家进行危房改
造。 1000 匹 红砖、 3000 余 匹机制
瓦、1 吨碎石下午已经拉到了家门
口，刘晋豪和村社干部一起动手搬
砖卸货。但细心的他发现，杜婆婆
在为工钱的事纠结。

杜婆婆的危房不改不行，她又
出不起工钱，怎么办？“晚饭一定
要留下来吃哟。”刘晋豪一看做工
作的时机来了，他爽快地答应了杜
婆婆。
“杜婆婆，你看你这房子住着多

危险啊……”在土坯墙砌成的灶屋
里，刘晋豪一边拿着火钳烧火，一边
从党的好政策讲起，再讲到 3年后建
成通车的成宜高速公路在灯坝村附近
设有出口。杜婆婆家的“支柱产业”
是果园，年产量有 5吨左右，她身体
硬朗的时候，常挑着水果到街上摆摊
卖，后来由侄子帮忙搬运。如今，刘
晋豪打算在网上当“推销员”，这样
不光价格更好，也不用上街折腾了，
而且工钱很快就能挣回来。

军民本是一家人，根根叶叶心连
心。一顿面条的工夫，杜婆婆彻底打
消了疑虑，对未来生活充满了希望。
临别之际，刘晋豪悄悄在灶台上留下
100块钱，作为伙食费……

真情为民一家人
■本报特约记者 彭小明

本报讯 罗杨、肖瑶报道：前不
久，31岁的贵州患者唐女士因腹痛反
复发作，到县医院就诊。医生经检查
发现，她患有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
同时腹腔内还有其他复杂病症，于是
通过对口帮扶绿色通道，将其紧急转
院至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手术室
里，依照前期远程会诊的诊断，军医为

其实施右肝切除术及左肝管空肠吻合
术。经过 4个多小时的手术，唐女士
脱离了危险。

为让贫困群众享受优质医疗资
源，在开展对口帮扶中，西南医院注
重提升受援医院临床专科服务能力
和诊疗能力。他们坚持帮助受援医
院培养合格专业人才，采取教学查

房、手术带教、学术讲座等多种形式，
每年为受援医院培训至少 3名骨干；
坚持开展信息化远程医疗服务，主动
在帮扶医院布点，免费安装该院自行
研发的专利远程信息系统，积极开展
远程会诊、远程病理及医学影像诊断
等活动；坚持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
重点对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一

对一医疗帮扶。
在接受西南医院帮扶的十余年时

间里，贵州省思南县人民医院从一所
普通二级医院发展成为三级乙等综合
医院。近两年，在西南医院医疗专家
的驻点帮带下，该院手术量大幅提升，
三四级手术增加50%以上。

西南医院精准帮扶的受益者远不
止这一家。在对四川省通江县人民医
院、重庆市石柱县人民医院等 10家医
院的结对帮扶启动前，该院通过多次
实地调研和交流，摸清帮扶医院底数，
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帮扶工作，制订
精准帮扶规划。目前，这些医院均已
跻身县级优质医疗资源，有力改善了
当地民生。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开展精准帮扶

让贫困群众享受优质医疗资源

10月 中

旬，武警安徽

总队医院扶贫

医疗队赴阜阳

市多个偏远农

村，为贫困群

众送医送药。

吕 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