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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
决基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安之若素……”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
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系人民安居乐业，
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从“房住不炒”定位到房地产长效管理机
制，从住房保障到供应体系建设，从易地搬迁
扶贫到棚户区改造……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百姓安居冷暖，始终把“实
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作为一项重要改
革任务，全面部署、躬身推进。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新华社记者
在回访中看到百姓“梦圆安居”的一张张笑
脸，看到他们正在从“新”出发，用双手、用辛
勤的劳动创造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

故事一：“靠天吃饭”的

土族人搬新家置新业

浓烈的酒香扑鼻而来。在青海省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55岁的吕有
金正翻看家里电热炕上几大桶酒糟的发酵情
况。

吕有金家七八间房，盖得颇为讲究，主房
梁檐全部采用当地流行的木雕油漆工艺。
2016年底搬进新居后，他拾起家传酩馏酒酿
造手艺，办起了酿酒家庭作坊。

厨房煮着酿酒的青稞，主房摆着十几坛
酿好的酒。窗外，四分地的院子，外墙绘着土
族崇尚的彩虹图案，分外醒目。

时光倒流至 2016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班彦村考察。他走进村民新居察看面
积、结构、建筑质量，同监理新居建设的村民
们交流。吕有金清晰地记得，那天，总书记同
一家人围坐一起，看反映乡亲们过去居住的
旧村状况的视频。
“十年九旱，靠天吃饭”。易地搬迁前，吕

有金住在青藏高原六盘山连片特困区的脑山
地区。吃窖水，走山路，7公里陡峭崎岖的土
路把他和乡亲们祖祖辈辈困顿在山里。
“党和政府就是要特别关心你们这样的

困难群众，通过移民搬迁让你们过上好日
子。”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让吕有金的心暖暖
的。

好日子真的来了！吕有金开办家庭酿酒
作坊的第一年就赚了3万元。
“安顿下来后，生产要搞上去，生活要自

立。”吕有金告诉记者，不能忘记总书记的嘱
托，不能在发展上再落后。“脱贫‘摘帽’了，腰
杆一下硬了！”

新村充满新气象，通了天然气，接了自
来水，汽车可以开到家门口。居住区和养殖
区隔离建设，每家每户修了水厕、排水管网，
村里建了一座日处理能力 100 吨的污水处
理站，污水不再横流、垃圾不再乱倒。
“这个季节生意是淡季。闲下来，我就

带孙女。”记者顺着吕有金手指的方向看去，
孙女卧室炕上放着书，炕旁搁着小书桌。“从
家里到村里小学，走路不到 10分钟，这在过
去想都不敢想。”

记者手记

“住有所居”既是承诺，也是责任。住房

问题是重大民生问题，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基

本生活保障。

“安居”是“乐业”之本。“挪穷窝”“拔穷

根”，开对方子、找准路子。针对特殊地区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从根本上改变深度贫困地

区困难群众的居住和生产条件，辅以教育、

培训、产业指导，才能帮助贫困人口真正摆

脱贫困，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同全国人民一

起奔跑。

故事二：“有里儿有面儿”

胡同讲述老北京“新乡愁”

老砖老楼，灰墙青瓦，北京南锣鼓巷片
区雨儿胡同里，燕子不时掠过头顶，飞回老
房子屋檐下的燕巢里。

站在胡同西口的玉河边上远眺，绿树成
荫、水穿街巷的美景，让住在这里数十年的
68岁居民李伏生阿姨怎么也看不够。

曾经，这里的许多院落都是大杂院。“那
时候胡同真是破败，水电设施跟不上，厕所
条件不好。”李伏生回忆道，“又杂又乱的胡
同，光开墙打洞的小卖部、餐馆、冷饮店就有
七八家。”

五年前，雨儿胡同的 29号院和 30号院
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里，看望老街坊，听取大家对老城区改
造的想法。

五年间，随着修缮整治的进行，雨儿胡
同一天一个样。在总书记曾经探访的雨儿
胡同 30号院，存在多年的违建已拆除，地面
辟出了绿地，宽敞的院落恢复了青砖灰瓦、
红门、绿格窗的古朴样貌。

街面上的变化是外人能看到的，院落里
的冷暖只有当地居民才能体会。自从自建
房拆除后，新添了绿植，加宽了过道。“夏天，
和老邻居坐在院子里下下棋，天南地北聊得
好不惬意！”李伏生对现在的生活特别满意。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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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11日电 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由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
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19》，日前印

发全军。
该书紧跟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步

伐，紧贴今年以来国内外形势发展
变化，突出军事政策制度改革这个
重点，力求用通俗的语言、鲜活的

故事、朴素的道理，着重回答官兵
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具有较强的
针对性和可读性，是部队和院校开
展理论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辅助教材。

《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19》印发全军

8月 10日至 11日，第 75集团

军某旅组织防空兵分队进行实弹射

击训练。图为某型防空导弹发射瞬

间。 余小平摄

主人公心语：创新的道路必然艰难，

但我们必须保持自信。

——杨裕生

7月上旬，“2019中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协同创新论坛”在北京举办。军事科
学院防化研究院原研究员、中国工程院
院士杨裕生以“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产
业的发展”为题向大会作报告，引发与会
人员广泛讨论。

熟悉杨裕生院士的人都知道，新能
源并不是他的本专业——1995年，63岁
的杨裕生凭借在核科学与放射化学领域
的卓越贡献，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外人十分不解，杨裕生作为核科学
领域的知名专家，为何会选择转行？

采访中，杨裕生道出原因——
1997年，在他参与的某重大项目论

证中，一项高比能量电池课题因攻关难
度大、研发周期长，无人愿意承担。

在征得领导同意后，杨裕生决定转
向“高比能量电池研究”这一新的领域。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1998年，杨裕生带领
团队建起中国第一个化学电源实验室。
“虽然那时已是 66岁的年纪，但我

乐意当一名小学生。”杨裕生告诉记者。
那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

五下午都会举办锂离子电池讨论会。那
几年，即便是严寒酷暑、刮风下雨，杨裕
生都会前去旁听。

为攻克技术难题，杨裕生经常鼓励
大家大胆提出设想。就这样，一个个创
新点子在实验室中相互碰撞， 2000
年，该类型电池关键材料研究取得阶段
性突破。

经过不懈努力，杨裕生带领团队
先后攻克多项重大科研难题，提出一
系列全新的材料结构设计和储能思路
构想……2007 年，他们终于成功研制
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该类型电池。

十年磨一剑。当亲友和同事们纷纷
向古稀之年的杨裕生表示祝贺时，他却
谦虚地说：“可贺的是，我现在是电化学
的高中生了。”

“科研创新要虚心、要吃苦，要坐得住
冷板凳。”这是杨裕生对学生的言传身教。

博士研究生张浩跟随杨裕生学习期
间，一度没有任何研究进展。“看准了方
向就要坚持。”在杨裕生的鼓励下，张浩深入
调研，不断更新研究思路，完善实验手段。
最终，他在复合电极材料方向上取得重大
突破，毕业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如今，张浩已成为该领域的学术带
头人。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杨老是我一

辈子的榜样！”忆及恩师对自己的帮助和
影响，张浩感动地说。

虽已是著作等身、桃李满园，87 岁
的杨裕生仍不肯停下脚步，依然向着科
学高峰攀登。近年来，他带领团队在有
机电极材料等领域取得创新性成果，所
研制出的铅碳电池，较普通电池寿命延
长若干倍。

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原研究员杨裕生院士——

耄 耋 之 年 再 攀 高 峰
■本报记者 邵龙飞 特约记者 王 迪 通讯员 朱 灏

本报讯 卢双伏、记者钱晓虎报
道：如何实现装备采购效费比的最大
化？如何通过价格杠杆促进相关技术和
产业的发展？前不久，陆军在京组织机
关、部队、院校和军工集团等单位 200
余名代表，召开陆军装备价格工作会
议，深入研究装备价格工作转型建设，
着力构建以“突出全寿命管理、优化竞
争性采购、推进法治化定价”为特点的
新时代陆军装备价格工作体系。

新时代陆军装备价格工作体系，必

须树立全寿命管理理念。陆军装备价格
工作加快由“分段管理”向“系统管
理”转变，由“事后定价”向“事前控
制”转变，实现科研、订购、维修、退
役处置全寿命周期费用最小化。当前，
建立建好装备终生“一本账”成为陆军
价格工作人员的共识。他们注重加强科
研项目过程成本管控、严格订购项目成
本审核、细化维修项目损耗费用分析，
装备价格工作体系更加科学完善。

为切实选出质优价廉装备，陆军

不断优化竞争性采购机制，加快由
“单一定价”向“分类定价”转变，进
一步完善装备价格法规体系和业务标
准规范，提高审价工作的透明度，推
进法治化定价，减少人为干扰的影
响，相继出台《陆军装备价格管理规
定》等 5部法规。

为确保新机制顺利运行，陆军组建
专业价格工作队伍、成立装备价格专家
库、出台价格工作人员廉政监督制度，
为装备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突出全寿命管理 优化竞争性采购 推进法治化定价

构建新时代装备价格工作体系陆军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某

旅飞行二大队大队长刘飞，习惯了

精密的数据计算、精细的机上操作，

房间的物品摆放也极其精准，无论

是文件还是各种用品，都按固定位

置放置，以便随时取用。

现代战争越来越讲究精准。平

时坚持用数据说话，养成精准的习

惯，上了战场才能作战计算准、打击

精度高。特别是在体系战争中，任

何一个局部、一个节点上出现粗疏，

都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些

人“差不多”的思维、不重视数据的

习惯，很难对接未来战争，又何谈打

得赢？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

也。”军队越是现代化，越要精准

化。让精准成为一种习惯，就要树

牢精准意识，坚持精准谋划、精准规

划、精准部署、精准落实、精准检验，

健全以精准为导向的管理体系。

让精准成为习惯
■丁明航

本报讯 超强台风“利奇马”袭击东
南沿海，造成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省
市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灾，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全力投入
抢险救灾，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

8月 10日下午，浙江省台州市临海
古城街道合利村，洪水已淹没二层阳台，
多名群众被困居民楼等待救援。危难时
刻，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救援分队官
兵逐楼逐户进行搜救。救出 8名被困群
众后，得知还有一位老人因行动不便被
困，又火速赶往其住所，将老人抱上冲锋
舟。该旅官兵还协助岱山县、温州市洞
头区等地转移安置群众 800 余人，清理
抢修道路10余条。

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100 余名
体检合格的应征青年主动请战，加入应
急抢险队伍。他们组成突击队，和乡镇
的民兵应急排一起转移群众、巡逻堤坝
河岸、排除雨水倒灌险情、加固蔬菜大
棚、清理倒伏树木。

11 日 8 时许，第 80 集团军某旅紧
急奔赴山东省寿光市纪台镇丁家尧河
村救援。官兵们顶着狂风暴雨，在加
固堤坝的同时，挨家挨户进行疏散，将
200余名滞留群众送到安全地带。该村
双目失明的古稀老人丁育良被困家中，
官兵们发现后，救出老人并送到安全
地点。

武警山东总队潍坊支队兵分三路，

紧急奔赴灾情严重的安丘市、临朐县、
寿光市展开抢险救援。在安丘市汶河石
家庄桥区域，坝底多处被掏空，随时有
塌方危险。从 11日凌晨开始，该支队
官兵搬运沙袋，打桩加固堤坝，防止汶
河决堤。在临朐县和寿光弥河一线，官
兵全力配合公安、消防等部门疏导交
通、转移群众、监控水情，努力将受灾
损失降到最低。
（综合特约记者戴强，通讯员范骏、

姚峰、汪震东、余晓剑、张鑫生、高飞、刘

豪等来稿）

上图：8月11日，第80集团军某旅官

兵火速展开救援。图为官兵搬运沙袋加

固大堤。 本报特约记者 仇成梁摄

子弟兵全力抗击台风“利奇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