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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外新语

李克强6日在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支持复工复产
和助企纾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汇报，推出和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
加大稳企业保就业力度

（据新华社）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

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

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始终保

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同亿万人民一

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新长征路上奋勇搏击。”

近日，习主席寄语新时代青年，对

广大青年提出目标要求、指明前进方

向，激荡起当代青年在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在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之年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的澎湃豪情。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

而升华。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诸多青年

人担当奉献的青春印记：中共一大召

开时毛泽东28岁，雷锋牺牲时年仅22

岁，守岛32年的王继才第一次登上开

山岛时 26岁，航天报国的嫦娥团队、

神舟团队、北斗团队平均年龄只有 30

多岁……历史和现实证明，青年有理

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

希望！

青年是时代前行的先锋。新时代的

青年有着鲜明的特点，他们思维活跃、观

念新颖、兴趣广泛、充满激情。恰逢人生

起步阶段的青年，在生活、学习、工作中

都充满无限可能。站在历史新起点上，

回望百年来的征程，正是无数青年用担

当奉献激荡起民族复兴的滚滚洪流，凝

聚起实现强国伟业的磅礴力量。

“青年者，国家之魂。”可以说，青年

成就了时代，时代也在呼唤青年更加担

当作为。“你退后，让我来”，为人民扫除

雷患，为战友血染雷场的“90后”战士杜

富国；屡次在球队身处困境时挺身而

出、担当球队“定海神针”的中国女排运

动员朱婷；在天嘉宜化工特大爆炸事故

等急难险重任务中舍生忘死、冲锋在前

的消防员丁良浩；在抗击疫情斗争中一

个个听令而行、向战出发的最美“逆行

者”……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

中国青年的使命与担当，用生命和热血

谱写了一曲曲新时代的奋斗之歌。

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荣光

属于青年。今天，广大青年官兵作为我

军的主体，是强军兴军的生力军。在实

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征程中，他们

“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既是追梦者，

也是圆梦人”。广大青年官兵唯有与时

代同步伐，与祖国同命运，与军队齐进

步，用担当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华章，

才能在大有可为的时代有所作为，成为

新时代的奋斗者、开拓者、贡献者。

用担当奉献谱写青春华章
■杨红智

5月6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伍在珠峰大本营举行出发仪式。30多名队员从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向更高海拔

出发，开启珠峰冲顶测量。队员们力争抓住近日的天气窗口，择日登顶测量。如果成功，这将是我国专业测绘人员首次

登顶珠峰测高。 新华社发

出征！2020珠峰冲顶测量开启

5 月 6 日，武汉市 5.78 万名高三年
级毕业生和中职、技工学校毕业年级学
生重返校园，迎来“特殊时期”开学复课
第一天。至此，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中小学部分学段均已开学，18个
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校已开
学。各地大中小学在坚持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中陆续迎来“开学季”。

充分准备

模拟演练、环境消杀、核酸检测……
有了充分准备，才能安心迎来学子。

在复课前，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教师
郭茜穿着校服，扮演学生参加开学前模
拟演练——按照指定路线走进教学楼，
中间经过两次体温检测。根据防疫要
求，该校学生进入校园的路线分为两
路，尽量避免交叉，同时要求学生在校
园内彼此之间保持1米间隔。

山东省济南中学给每名返校学生
发放了健康包，包括免洗洗手液、消毒
湿巾、防护口罩等。济南中学校长董亚
说：“为了开学，我们准备了一个多月，
仅口罩就储备了4万余只。”

在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门口，设有
两条学生专用通道，学生们保持一米以
上间隔，依次通过红外测温区与体温精
测区，在体温正常的情况下，才可进入
校园。教学楼入口前有一排水龙头，值
班老师会提醒学生在进入教学楼前先
完成洗手消毒。此外，在教室门口还有

老师手持额温枪为每位同学测温。
“开学前，所有外地返京师生均已

采取居家隔离观察、每日体温监测等措
施。4月 6日以后外地返京的师生，还
全部进行核酸筛查，结果为阴性，方可
入校学习工作。”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
学党委书记、校长王军说。

严密防控

开学不能忘防疫。3月 9日，青海省
玉树藏族自治州第二民族高级中学高三
学生索南拉毛迎来了寒假后的开学第一
课，由班主任讲解疫情防控知识和健康
教育等内容。“大家都戴着口罩，老师讲
得非常投入，我们也觉得格外亲切。”

学生复课返校后，为做到安全上
课、家长安心、社会放心，青海各级教育
部门采取校园环境整治、医疗人员驻
校、部门联动机制、防控物资储备等措
施全力保障校园疫情防控全覆盖。

青海省西宁市第二中学校长关金
海说：“我校学生均为走读生，考虑到疫
情期间学生就餐问题，我们将学校的体
育馆临时改造成‘方舱食堂’。1710平
方米的体育馆可容纳近 400张桌子，学
生就餐时两两相隔一个空位，有序就
座，解决了大问题。”

重庆云阳中学等不少学校采取分
班教学措施，将原有班级拆分成A、B两
个班，采用小班化教学。同学们在教室
内单人单桌就座，以达到上课时的安全

距离。
天津市市场监管部门会同教育部门

对复课开学供餐学校食堂、学校配餐单
位和校园周边食品经营者进行全覆盖检
查，做到“复课一家，检查一家，合格一家，
供餐一家”，确保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统筹兼顾

兼顾疫情防控与学业保障，是这个
特殊“开学季”的新要求。

安徽亳州市第十八中学的老师们
对学生疫情期间线上教学情况进行了
摸底，做好教学衔接工作，并安排心理
老师进教室，对学生可能因高考、疫情
而产生的焦虑紧张心理进行疏导。
“高三教学需要迅速做出教学内

容、复习节奏的调整。”北京中学高三生
物教师高畅说，他在复课一周内对学生
的共性问题开展专题教学，巩固前一阶
段的复习效果，同时针对个性问题开展
个性辅导，并继续线上录制微课辅助学
习。

福建省面向全省 20多万名高三学
生开设了《成长的力量——复学第一
课》，以“普及防疫知识、弘扬抗疫精神”
为主题，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和
福建省第一批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讲
课，引导学生领会“大我”和“小我”、“奉
献”和“获取”的关系。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记者胡

浩、廖君、乐文婉、张子琪）

安 全 迎 来“ 开 学 季 ”！
——各地大中小学陆续开学复课

新闻集萃

本报讯 潘昕、特约记者云利孝
报道：“谢谢亲人解放军！”前不久，陆
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派遣的小
分队赶赴对口帮扶的武汉市黄陂区
联界村，为村民送去口罩、医用防护
手套等防疫物资，村支部书记柳友松
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近年来，该校充分发挥军队院校
教育、科研和人才优势，持续开展党建
帮扶、教育帮扶、经济帮扶等“六个帮

扶”活动，探索脱贫致富路子。目前，
该校对口帮扶的 5个贫困村已全部脱
贫摘帽，47户贫困群众均已实现脱贫。

开对“药方子”，才能拔掉“穷根
子”。该校坚持精准帮扶与解难帮困
紧密结合，采取“一户一档，一表一策”
的办法，开展“贫困群众走访一遍、收
入情况了解一遍、致贫成因梳理一遍、
脱贫措施研究一遍”系列活动，为帮扶
村修建扶贫路 1 条、引水上山工程 2

个、防渗水水渠 12 公里，还为帮扶村
建设水生蔬菜种植基地和砖厂。同
时，他们发挥野战给水专业特长，为帮
扶村修建灌溉井，使困难群众摆脱了
长期吃水难、用水难的问题。
“现在，说起村里这些年的变化，

村民们直说‘做梦都没想到’。”丹湖村
党支部书记肖根福感慨地说，“有了子
弟兵的帮扶，大伙的日子是越过越好，
越过越有盼头。”

陆军工程大学发挥优势精准施策

5个对口帮扶贫困村全部脱贫

新华社长沙5月6日电 （记者阳
建）4年前的 5月 6日，一列“中国造”流
线型磁浮列车在长沙磁浮快线轨道上
方约 8毫米处“起浮”，开启了中国自主
商用磁浮“贴地飞行”的历史。

记者 6日从湖南磁浮公司获悉，在
截至 5月 5日的 4年里，长沙磁浮快线
安全运营 1461 天，累计开行 204511 列
次，运营总里程 380.04 万列公里，运行
图兑现率 99.96%，单日最高客流 16227
人次。

长沙磁浮快线连接长沙火车南站
和长沙黄花机场，全长 18.55公里，设计
时速 100 公里。2016 年 5月 6日，由中
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牵头研制的
商用磁浮 1.0版列车，在长沙磁浮快线
开跑。

作为我国首条完全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线，长沙磁
浮快线开通第一年，4次编制运行图，
延长运营时间，缩短行车间隔，不断提
升乘坐体验。

基于运营经验，湖南磁浮公司不断
拓展科研技术，牵头编制了湖南省中低
速磁浮交通的设计规范、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等标准。

商业运营经验的积累，也推动了中
国自主磁浮技术的更新迭代。2018年 6
月，中车株机牵头研制出时速 160公里
的商用磁浮 2.0版列车。几天前，2.0版
列车成功完成上线达速测试，跑出了
160.7公里的时速，标志着中国自主磁浮
技术在中速领域的攻关取得重大成功。

记者从中车株机获悉，设计时速
200公里的商用磁浮 3.0版列车正在紧
张生产中。

中国自主磁浮技术在中速
领域攻关取得重大成功

本报讯 陕西省军区正军职离休
干部、原陕西省军区政委赵焕职同志，
因病于 2020年 2月 23日在西安逝世，
享年88岁。

赵焕职同志系山东龙口人，1931
年 12 月出生，1947 年 3 月入伍，1948
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兰州军
区守备师副政委，第 19军政治部副主
任，第 55师政委，第 19军政治部主任，
兰州军区后勤部政委等职。

赵焕职同志逝世
本报讯 广东省军区正军职离休

干部、原广州军区副参谋长毕自峰同
志，因病于 2020年 2月 22日在广州逝
世，享年90岁。

毕 自 峰 同 志 系 山 东 文 登 人 ，
1929 年 11 月 出生，1944 年 10 月 入
伍，1946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战士、文书、副政治指导员、参
谋、科长，广州军区司令部情报部
副部长、部长等职。

毕自峰同志逝世

本报讯 北京卫戍区副兵团职离
休干部、原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王成
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0年 4月
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王成美同志系安徽萧县人，1919
年 5 月出生，1938 年 5 月参加革命工
作，1939 年 5 月入伍，1940 年 3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学员、干事、团政治

处技术书记、连政治指导员、股长、团
政治委员、大队长兼政治委员、团长兼
政治委员、教员，空军第 24师副师长，
空军第 26 师师长，空军第 29 师师长，
福州军区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第 8
军副军长，民航总局副局长，福州军区
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83 年 3月离职
休养。

王成美同志逝世

据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记者
王优玲）记者6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获悉，目前，全国向 320万户企业
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423亿元，惠及
职工8513万人。受益企业户数是去年
全年的 3倍，受益企业户均人数 27人，
中小微企业受益面大幅扩大。记者从
地方人社系统了解到，各地通过转变工
作方式，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
业、资金找企业、服务找企业”。

全国向320万户企业发放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423亿元

暮春时节，川西大地已经郁郁葱
葱。沿着夹金山乘车一路南行，云雾
升腾、群峰吐翠，一派生机勃勃的景
象。

驶离省道后，进入一条 4米多宽的
水泥路，车辆径直驶向四川省宝兴县
新民村。目光所及，部分路段正在进
行道路硬化施工，对面山腰上，一垄垄
覆盖地膜的山药田清晰可见。同行的
川藏兵站部领导介绍：“去年那场山
洪，让这里已经脱贫的群众再次陷入
困境，军民携手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使
新民村实现了‘二次脱贫’。”

近年来，川藏兵站部与川藏沿线
8 个贫困村寨、8 所学校和数十名贫
困户结成帮扶对子。一方面，他们
坚持产业扶贫与助学扶智相结合，
主动与地方有关部门衔接，设立藤
椒、中药材等产业奖补基金和圆梦
助学金；另一方面，协调农业技术人
员传授种植、禽畜圈养、产业加工等
技能，帮助村民因地制宜制订以绿
色种植为主、生态养殖为辅的增收
路子，顺利完成了“户脱贫、村摘帽”
的挂钩帮扶任务。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去年，一场
突如其来的暴雨引发大面积山洪，新
民村遭受重创，电力通信中断，产业厂
房被毁，20余户村民房屋受损，唯一一
条进村道路也被冲断。得知情况后，
该部第一时间组织官兵冒着暴雨和山
石滚落的危险，与村民一起在悬崖沟
壑间架起独木桥，派出小分队进村入
户发放米、面等生活急需物资，并开展
送医送药活动。
“不能让新民村的群众因灾返

贫。”灾情过后，该部多方筹措资金打
通进村道路，完成基础设施恢复重建、
用电线路升级改造等工程，还为受灾
群众送去仔猪养殖金，全力帮助群众
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在驻村书记刘程梁的引导下，记
者一行来到村民苟成林的山药种植基
地。“我家种的田、养的猪，都是子弟兵
帮扶的！”苟成林用朴实的话语表达着
对亲人解放军的感谢，“现在种的山药
比灾前多了两倍，母猪一年能产两窝
猪仔，村里的道路也通了，今年一定会
卖个好价钱。”

步行经过村头的小卖部时，记者

的目光被“启康扶贫小卖部”几个字
吸引。刘程梁告诉记者，小卖部经
理廖启康在山洪中摔伤导致双腿残
疾，干农活很不方便。针对他的特
殊情况，官兵帮他建了一个小卖部，
现在每月收入不仅能补贴日常家
用，还能攒下部分积蓄，日子过得一
天比一天美。
“3月底，我们又帮助新民村扩大

山药种植面积近 90 亩，现在幼苗已
经破土萌发，这将是一笔可观的收
入。”该部领导介绍，下一步，部队要
帮助村民拓宽野生蜂蜜、羊肚菌、野
菜等特色农产品的销路，推出生态旅
游观光路线，新民村群众的生活会越
来越好。
“帮改善经济条件，更帮提升精

神生活。”采访中记者获悉，该部常
态开展送科技、送教育、送文化、送
法律、送健康“五送”爱民助民活动、
“千里川藏线党旗红”军地党建联建
活动和“雏鹰育才资助行动”，定期
邀请内地名师赴高原为孩子送教育
送文化，以实际行动传递党和军队
的温暖。

川藏兵站部携手帮扶村实现“二次脱贫”——

帮在“点”上 扶在心上
■郭 宏 本报记者 韩 成

据新华社成都5月6日电 （记者
杨迪）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对外披
露，该公司近日发现了一条富含天然气
的新区带，预计潜在资源量超万亿立方
米。这意味着四川盆地中部将开辟出
一个新的天然气规模接替区。记者从
西南油气田公司获悉，4日，该公司的
蓬探 1井在地下 6376米的震旦系灯影
组地层获测试日产天然气 121.98万立
方米。这是盆地内灯影组产量最大的
直井，勘探工作取得重要突破。

四川盆地获重要天然气发现
预计潜在资源量超万亿立方

据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记者
吴雨）中国银联6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
1日至5月5日，银联网络交易总金额突
破 1.57万亿元，日均交易 0.31万亿元，
较今年清明小长假日均增长 7.7%；同
时，银联网络交易总笔数较4月环比增
长 6.95%。中国银联数据分析师陈汉
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消费势头上扬，
部分行业逐渐恢复。全国多地政企联
合推出消费券，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
回暖，“五一”假期银联网络交易笔数和
金额较清明小长假均有所增长。

“五一”假期银联网络交易
总金额突破1.57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