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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 4 月 17 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 4 月 15 日至 17 日在重庆考
察，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
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
段，各地区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统
一思想，抓好落实，一鼓作气，顽强
作战，越战越勇，着力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扎实做好今明两
年脱贫攻坚工作，为如期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山城四月，春风和煦，山水透绿，
一派生机勃勃。4 月 15 日，习近平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陈敏尔和市长唐良智陪同下，深入石
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学校、农村，实地了
解脱贫攻坚工作情况。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地处武陵山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15 日中午，习近平一下

飞机，就转乘火车、汽车前往石柱
县，山路蜿蜒，坡急沟深，辗转 3 个
多小时抵达大山深处的石柱县中益乡
华溪村。

习近平首先来到中益乡小学。学
校操场上，小学生们正在开展课外文
体活动。看到总书记来了，学生们围
拢过来，纷纷问习爷爷好，总书记高
兴地同大家交谈，询问他们学习和生
活情况。中益乡地处大山深山之中，
群众居住比较分散，孩子上学是个难
题。习近平指出，“两不愁三保障”，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义务教育要有保
障。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
育。要保证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受教
育，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习近平
走进师生食堂，仔细察看餐厅、后
厨，了解贫困学生餐费补贴和食品安
全卫生情况。习近平嘱咐学校和老师
既要当好老师，又要当好临时家长，
把学生教好、管好。要把安全放在第
一位，确保学生在学校学、住、吃都

安全，让家长们放心。他希望老师们
扎根山区，献身乡村教育事业，为群
众脱贫贡献一份力量。

华溪村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全
村 有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85 户 、 302
人，其中 8 户、19 人还没有脱贫。
习近平踏着湿滑的石阶登上陡坡，来
到贫困户谭登周家，从屋外看到屋
内，详细询问老两口生活和身体状
况。谭登周夫妇告诉总书记，由于伤
病原因暂时丧失了劳动力，生活还比
较困难，但土地流转有分红、医疗有

救助、低保有兜底，3 间住房加固后都
很结实，特别是医药费大部分报销，自
己只负担一部分，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
的。习近平指出，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是防止老百姓因病返贫的
重要保障。这个兜底作用很关键。脱贫
攻坚明年就要收官，要把工作往深里
做、往实里做，重点做好那些尚未脱贫
或因病因伤返贫群众的工作，加快完善
低保、医保、医疗救助等相关扶持和保
障措施，用制度体系保障贫困群众真脱
贫、稳脱贫。

随后，习近平前往老党员、已脱贫
户马培清家，沿着乡间小路步行察看自
然环境、村容村貌，了解该村通过种植
中药材黄精等特色经济作物带动村民脱
贫的情况。在马培清家中，看到谷仓里
装满粮食，厨房里挂着不少腊肉，温饱
不愁，了解到他们家通过参加黄精中药
材产业发展和土地入股分红、管护药材
基地等方式，实现了稳定脱贫，习近平
表示欣慰。

在马培清家院子，习近平同村民代
表、基层干部、扶贫干部、乡村医生等围

坐在一起，摆政策，聊变化，谋发展。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争相发言，气氛热烈。
习近平对乡亲们说，脱贫攻坚是我心里
最牵挂的一件大事。这次我专程来看望
乡亲们，就是想实地了解“两不愁三保
障”是不是真落地，还有哪些问题。小康
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脱贫攻坚工
作做得怎么样。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
能少。发展才是社会主义，发展必须致
力于共同富裕。国家越发展，越要把贫
困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好。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把“两不愁三保障”各项措施落实
到村、到户、到人。要加强乡村两级基
层党组织建设，更好发挥在脱贫攻坚中
的战斗堡垒作用，提高党在基层的治理
能力和服务群众能力。党员干部要到脱
贫攻坚的一线、到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
火热实践中历练，经受考验，磨练党
性，增进群众感情，增强做好工作的本
领。习近平强调，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党的政策对老百姓好，才是真正的好。
党的各项惠民政策要落实好，乡亲们要
一起奋斗，努力向前奔跑，争取早日脱
贫致富奔小康。

离开村子时，村民们聚集在村头，
高声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同大家亲切
握手，祝乡亲们生活越来越幸福。

16 日下午，习近平在重庆主持召
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
会。座谈会上，广西、重庆、四川、贵
州、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党委
书记作书面汇报，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
治县县委书记蹇泽西，奉节县平安乡党
委书记邹远珍，城口县周溪乡凉风村党
支部书记伍东，教育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水利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
医疗保障局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先后发言。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
要讲话。他强调，到 2020 年稳定实现
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
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
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
接关系攻坚战质量。（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

统一思想一鼓作气顽强作战越战越勇
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壮丽 奋斗新时代年
基层蹲点记700

习近平指出，“两不愁三保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义
务教育要有保障。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
育。要保证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受教育，有一个幸福
快乐的童年。

习近平强调，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
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
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
系攻坚战质量。

习近平强调，要从最困难的群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
题着眼，从最具体的工作抓起，通堵点、疏痛点、消
盲点，全面解决好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就
业、社保、医疗、住房、环保、社会治安等问题，集
中全力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如何构建更加安全的校园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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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四版➡➡
五四运动升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理论周刊】

➡ 详见第五版➡➡

“戴总好！”
上午 10 点，一身中山装打扮

的戴斌出现在北京理工大学国防科
技园的会议室里，他看起来像个企
业家。实际上，他的身份是该校技
术转移中心主任。但是在北理工，
相比于“主任”，大家更习惯称呼
他为“戴总”。

会议桌的对面坐着青年“千人
计划”、北京理工大学集成计算材
料 工 程 （ICME） 中 心 主 任 王 俊
升，他们要谈的是王俊升手里的一
个铝锂合金项目转化后，科技人员
的股权激励问题。

做了 30 年的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戴斌觉得自己像是为科技人员

和市场牵线的“红娘”。
30 年走来，戴斌感慨颇多。他回

忆起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
家陈春先仿效美国硅谷公司，在中关
村办起了“服务部”，打响中关村创业
第一枪。改革之初，就因为陈春先每
月给员工多发 7—15 元津贴，等于涨
了 1—2 级工资，有人写了联名信，说
他“损公肥私、不务正业，腐蚀干部”。

现在，科技人员股权问题终于可
以摊到桌面上，不用再偷偷摸摸了。
戴斌比以前繁忙了很多。

1988 年 5 月，北京市新技术产业
开发试验区获批，“中关村”正式诞生，
压抑多年的创业热潮就此喷涌。那
时，戴斌自己也做起了科技成果转化

工作。
如今，“一区十六园”的中关

村，汇聚了 1 万个天使投资机构、2
万家创新企业、3 万名海归人才，贡
献出北京四分之一的 GDP，企业总
收入突破 5 万亿元，其中，坐拥 321
家上市公司、70 家“独角兽”企
业，占据中国“独角兽”企业半壁江
山。而作为创新风向标的“中关村指
数”则显示，中关村每平方公里的投
资额，已然超越硅谷。

一座中关村，半部改革史。
仅仅过去了 30 年。翻天覆地，

一瞬之间。

等一阵大风来

从地铁 4 号线中关村站 A 口出
来，到中关村创业大街，20 分钟内
要步行穿过4条街。海龙大厦、鼎好
商城等，电子卖场已是人潮散尽一路
走过，向西的创新大厦、理想国际大

厦里，爱奇艺、新浪等互联网巨头依
旧站立潮头，不远处的创业大街，年
轻的面庞浮现着未来和可能⋯⋯

一路走来，就像走过传统电子产
业和互联网产业的迭代历史。

1992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
工程系的冯军，怀揣220元钱，租下
了中关村四海电子市场的半个柜台，
他提着键盘、机箱走进店铺，对每位
老板都面露笑意并重复着同样的话：

“我只赚你五块钱。一个月内你卖不
出去，我保证退款。”

最终，摊主们在冯军水滴石穿的
意志面前败下阵来，并送他绰号“冯五
块”。后来，冯军的公司有了个响亮的
品牌——爱国者。

每次经过这里，戴斌都仿佛看到
20 多年前那些每天骑着一辆堆满键
盘、机箱的三轮车，沿着商铺挨个叫卖
的年轻人。

（下转第十一版）

中关村里，从不缺少见证改革的人和事

科技成果转化“红娘”戴斌的30年
本报记者 刘博智

4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座谈会。这是 4 月 15 日下午，习近平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小学同学生们亲切交谈，询问他们学习和生活情
况。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本报讯 （记者 焦新） 为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高质量办好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铸魂育人，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
部决定开展全国高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
课示范课巡讲活动。

此次活动自 4月份起至今年底，以
参加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
一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为主
体，与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
新结合起来，与集体备课、教学练兵、
教学展示等活动结合起来，务求取得实
效。此次活动，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
院要发挥好辐射带动作用。获得教育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项目

“择优推广计划”资助的专家团队也将
积极参与巡讲活动。

教育部将组织“百人巡讲团”中

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
会专家，通过“周末理论大讲堂”、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等
渠道开展示范巡讲，扩大受益面和影
响力。4 月 12 日，教育部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北
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顾海良在京
作了首讲，并通过“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集体 备 课 平 台 ” 作 了 直
播 ， 全 国 各 地 各 高 校 组 织 思 政 课 教
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研究生
及部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人员 8 万人
次观看了示范巡讲。

巡讲活动将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高度重视、对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
望、对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
新的明确要求以及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极端重要性准确传达给广大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促进教师认真讲好思
想政治理论课，切实发挥好思想政治理
论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作用。

教育部组织开展全国高校
优秀思政课示范课巡讲

与集体备课、教学练兵等活动结合起来

办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