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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才决定未来，教育成就梦想。”
教育，关系每个孩子的前途，决定一个

民族的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

教育事业。一次次寄语激扬青春梦想，一
声声问候温暖教育希望。他关心一件件教
育“小事”，推动“更好更公平”的教育愿景
早日成为现实。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新华社
记者在回访中看到一个个令人振奋的画
面——学有所教的逐步实现，正在为中华
大地每一个孩子插上翅膀，让他们带着梦
想飞得更高更远。

【故事一】
“云端”的孩子不再发愁“上学路”

坐落在海拔2700米的高山上，四川省
昭觉县的瓦吾小学终年云雾缭绕，被称作

“云端小学”。
11岁的男孩阿作伍勒即将在这里升入

五年级。每一个和他一样生活在大凉山的
彝族孩子都知道，在遥远的北京，有位慈祥
的习爷爷牵挂着自己。

2018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乘车
沿着坡急沟深的盘山公路，深入四川大凉
山腹地的昭觉县看望贫困群众。他为小女
孩吉好有果唱出的《国旗国旗真美丽》热情
鼓掌，关切地询问村民“孩子有没有学上”。

在这片被悬崖峭壁围绕的土地上，曾有
数以百计不通公路、几乎与世隔绝的“悬崖
村”，孩子们求学之路异常艰辛。4年前，当
阿作伍勒刚入学时，“云端小学”还不通公
路。年纪小小的他，需要沿着陡峭的山路步
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4公里以外的学校。

年迈的奶奶双目失明，常常在家流着
泪、揪着心，生怕他出意外。

这些年，一切正在悄然改变。
2015年，从昭觉县城通往瓦吾小学的

水泥路修通，阿作伍勒上学时间缩短了一
半；2017年，新校舍落成，孩子们搬进了明
亮安全的教室；需要深一脚浅一脚、挨家挨
户找回辍学放牛娃的校长，现在有了247
名学生；开齐了所有小学课程，“云端”上的
孩子还组建起校园足球队……

曾经被层层山峦阻挡的教育之光，照
耀着幼小的心灵，孕育着无边的梦想。

就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彝族群众半年
后，沿着校门口的路，阿作伍勒第一次离开
家乡、坐着动车来到南京参加足球友谊

赛。他的家族里，从未有人走得这样远。
“等我长大，要去很多很多地方，和不

同的对手比赛！我想赢！”阿作伍勒大声说
出自己的梦想。

【记者手记】
“扶贫必扶智”“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

不能穷教育”“义务教育要有保障”……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占GDP比例连年保持在4%以上，全面改善
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
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已覆
盖所有国家级贫困县。

桶的容量取决于最短的木板。
补齐短板，还清“欠账”，千千万万个

“云端小学”响起朗朗的读书声。

【故事二】
老区教师合力托举“起跑线”

参加培训、检修教学用具、准备秋季学
期课程……炎炎夏日，陕西省延安市宝塔
区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的老师们并没有因
为暑假到来而停止忙碌。米黄色的教学楼
上，红色大字“托起明天的太阳”格外醒目。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看望教职工，并关切地询问教师待遇如
何。老师们至今记得他当时殷切的嘱托：

“教育很重要，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抓发展
在根上还是要把教育抓好，不要让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

回首过去的4年，37岁的语文老师张
燕感慨，自己的教学环境已今非昔比。

4年里，学校的教学楼由3层增加到5
层，书法室、美术室、音乐室、舞蹈室一应俱
全，还配备了现代化教学设备，老师们教学
时可以通过互联网调阅资料。

资源“引进来”还不够，老师们积极“走
出去”。

张燕被学校派至南京市长江路小学跟
岗学习，虽然只有短短一周时间，却获益匪
浅：“去优秀的学校跟岗学习比听教育讲座
来得更快，效率更高。回来后，我们互相分
享心得，结合实际情况优先使用好的做法，
不能让娃娃们输在起跑线上。”

除了跟岗学习，学校还跟北京市朝阳
区芳草地小学、福州市鼓楼第二中心小学
等建立教育合作结对机制，与他们的教学
能手建立师徒关系。张燕说，即使她的“师
傅”调离了原来的学校，这种帮扶指导也从
未间断。 （下转2版）

带着梦想，飞得更高更远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学有所教”篇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6日就埃及开罗
发生恐怖袭击向埃及总统塞西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首都开罗发生严重恐怖袭击，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
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
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对这次
恐怖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中方坚定支持埃方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打
击恐怖主义的努力。

就埃及开罗发生恐怖袭击
习近平向埃及总统塞西致慰问电

8月7日，巫山机场建设项目
正式通过行业验收，具备民航机
场运行条件。

据了解，巫山机场计划 8 月
中旬正式通航，届时将开通巫
山 — 重 庆 、巫 山 — 烟 台 等 航
线。巫山机场总投资16.4亿元，
建设项目主要包括：3500 平方
米的航站楼、长 2600 米的跑道
以及配套设施。机场距巫山县
城 15 公里，海拔高度达 1771.48
米，是目前重庆海拔最高的民
用机场。

记者 崔曜 罗斌 摄影报道

巫山机场
通过行业验收
预计本月中旬通航

晒丰收／晒秋色／晒民俗／晒幸福晒丰收／晒秋色／晒民俗／晒幸福

第二届长江三峡第二届长江三峡（（梁平梁平））晒秋节晒秋节
88 月月 88 日盛大开幕日盛大开幕

第二届长江三峡（梁平）稻海艺术季
立秋

第二届长江三峡（梁平）国际柚博会
立冬秋分

重庆·梁平第二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88 月月-- 1111 月月

拳拳爱国心 殷殷报国志
——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

专家人才代表北戴河休假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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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
是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急迫任务

——国务院港澳办和中央政府驻港
联络办共同举办香港局势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 王翔）8月
7日，记者从全市林长制试点工
作部署会上获悉，我市将在主城
区“四山”、长江三峡库区、大巴山
等生态敏感区开展林长制试点，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
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建设山地
生态公园，推动生态保护修复。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截至2018年底，全市森林
覆盖率达48.3%，林地、湿地、草地面积达7000多万亩。相对应的
是，我市生态保护的任务越来越繁重，非法侵占林地、山林资源保护
基础薄弱、部门各自为政等问题凸显，对山林等生态资源保护带来严
峻挑战。

为进一步加强生态资源保护，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经市
委、市政府批准，我市近日印发了《重庆市开展林长制试点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从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在主城“四山”（铜锣
山、缙云山、中梁山、明月山）涉及或联系紧密的江北区、沙坪坝区等
区县，以及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大巴山、七曜山、大娄山涉及的
万州区、巫山县等共14个区县开展林长制试点，为全市全面推开林
长制探索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其中，主城“四山”以“山”为界建立林长制，“一山一长”全域管理，
由四位副市长出任林长，统筹主城“四山”实施林长制的组织领导和考
核监督，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各试点区林长是辖区实施林长制的直接
责任人，对辖区山林资源保护发展、各类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负总责。

林长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四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保障“四山”
生态安全；建设山地生态公园，提升城市品质；强化规划引领，统筹推
进生态保护修复；建立联动机制，凝聚工作合力；探索集中执法改革，
提高生态保护成效。

万州区、綦江区、巫山县、石柱县的山体、森林权属较为单一，较少
涉及城镇建设，因此，这些地方以“林”为界，由区县党委、政府主要领
导担任林长，并建立区县、乡镇（街道）、村（社）三级林长制试点工作组
织体系。其重点任务是加强山林资源保护，整治涉林违法违规突出问
题；明确目标，制定林业保护与发展规划；造林增绿，推进城乡国土绿
化；强化举措，推动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创新机制，加大监督管理力度。

为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我市林长制试点将设立考核评价体
系，将各级各部门林长制工作情况作为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奖惩、任
用的重要参考。压实工作责任，实现山林有人管、事有人做、责有人
担。各地还将在森林及湿地分布区域显著位置设置林长公示牌，注
明林长职责、森林湿地概况、保护发展目标、监督电话等内容，接受社
会监督。

重庆14区县
启动林长制试点
着力完善山林治理体系，保护主城

“四山”等生态敏感区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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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城市建成区今年全面推行垃圾分类

个人垃圾不分类可处200元以下罚款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8月7
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
良智调研城市交通项目建设情况并慰问一
线职工。陈敏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超前
谋划、持续发力，加快完善交通基础设施，
更好引领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重庆在
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打
下坚实基础。

市领导王赋、段成刚、陆克华参加调
研。

重庆轨道交通集团大竹林控制中心负
责轨道4、5、10号线，环线以及未来规划建
成线路的调度指挥工作。陈敏尔、唐良智
来到控制中心，听取全市轨道交通运行情
况汇报，与职工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轨道
交通在公共交通中的分担率、线路覆盖范
围、客流强度和安全隐患排查化解等情

况。陈敏尔说，要加强科学调度和值班值
守，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群众出行安
全。在轨道交通9号线一期青岗坪站施工
现场，陈敏尔、唐良智察看车站主体结构建
设情况，了解噪音污染防治措施。陈敏尔
强调，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问
题看，目前群众对噪音污染问题反映强烈，
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强化源头防控，注
重精准施策，千方百计减少噪音污染，给老
百姓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

市政快速路二横线是主城区快速路网
“六横七纵”东西向骨架干线之一，建成后
将有效缓解内环快速路等的通行压力，增
强主城区辐射带动作用。在二横线西段礼
嘉嘉陵江大桥施工现场，陈敏尔、唐良智听
取市政道路线网建设推进情况汇报，仔细
询问项目施工进度和投资强度等。得知项
目通过“智慧工地”平台，有效提升管理效

率，陈敏尔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大数据智
能化应用要注重实际效果、解决实际问
题。在建设施工中，要保证进度质量，保障
工程安全。

陈敏尔、唐良智看望慰问了奋战在交
通一线的职工，为他们送上防暑降温物
品。“一天工作几个小时？”“中午有休息时
间吗？”“工资有没有按时兑现？”……陈敏
尔悉心询问，感谢大家为城市建设洒下的
汗水、付出的辛劳，叮嘱他们注意安全、劳逸
结合。他向全市广大奋战在一线的户外工
作者致以慰问，要求各级各部门和用工单位
更多地关心关爱一线职工，积极改善工作和
生活环境，让他们安心工作、舒心生活。

调研中，陈敏尔指出，重庆要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在推进新时代西
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就必须拓展城
市发展格局，提升城市现代化水平。交通

建设事关老百姓出行，事关经济社会发展，
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有力支撑。交
通条件改善了，资源才能够升值。有了交
通流，才会形成更多资金流、物资流、信息
流、人才流。抓交通就是抓发展，抓交通就
是惠民生。全市上下要把交通建设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来认识和推进，切实增强责
任感和紧迫感，集中力量加快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交
通规划引领，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把握“十
四五”规划编制机遇，统筹考虑主城区、大
都市圈、全域发展需要，超前谋划城市交通
建设专项规划，构建城市交通一体化网络
格局。要坚持干字当头、快字当先，加快推
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明确工程
量、制定时间表、落实责任人，确保项目建
设提速与生态环境保护、施工安全保障、工
程质量保证同步推进，全力打造精品工程、
廉洁工程、民心工程。城市轨道交通是城
市公共交通的骨干，日益成为群众出行的
重要方式。要把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公共交
通的优先发展方向，合理安排工程建设时
序，努力形成便捷出行的轨道交通网络，做
到轨道交通与机场、高铁站等的无缝衔接、
高效换乘。要优化交通运营管理，注重运
用大数据智能化手段，大力发展“智慧交
通”，提升交通运营效率，努力缓解城市交
通拥堵，有效解决行车难等问题，不断满足
市民高效绿色出行的需要。

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陈敏尔唐良智调研城市交通项目建设情况并慰问一线职工时强调

加快完善交通基础设施
更好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