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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7 月
16 日出版的第 14 期 《求是》 杂志将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

文章强调，过去一百年，中国共
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
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中国共产党立
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
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
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文章指出，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
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
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迈进。

文章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
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
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创造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创
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
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
史进程！

文章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
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
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
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
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

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
发扬光大！

文章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
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
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
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
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
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
命、开创美好未来。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必
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
奋斗，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
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进
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必须不断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文章号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牢记
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
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
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
民争取更大光荣。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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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7 月 5 日开始，湖北襄阳老河
口市第二小学200多名学生可在接下
来一个月时间内，在学校参与足球、
篮球、乒乓球、绘画科普等暑期托管
服务课程。该暑期托管服务由学校的
家长委员会与襄阳市一家第三方机构
联合举办。

近日，多地纷纷启动暑期托管服
务，教育部日前印发文件支持地方探
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对于许多地方
和学校来说，暑期托管是个新事物，
学校应该如何开设课程？师资如何有
效调配？孩子安全如何保障？第三方
机构能否引进？针对暑期托管的管理
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现象：以学校管理为主
的暑托服务是主流

教育部日前印发的 《关于支持探
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 指出：

“鼓励学校积极承担。地方教育部门
要从本地实际出发，鼓励有条件的学
校积极承担暑期托管服务工作，并作
为学党史、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重要
载体。同时，积极会同共青团、妇联、
工会、社区等组织，通过多种途径、多
种形式提供学生暑期托管服务。”

老河口市针对义务教育学校推行
暑期托管服务，在学校指导下由家长
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管理。

记者采访了解到，各地暑期托管
管理的模式各不相同。例如，北京提
出，由各区教委组织面向小学一年级
至五年级学生的暑期托管服务，实行

校园封闭管理。上海市的爱心暑托班
则为小学生提供公益性暑期看护服
务，以学校为主体，发挥家委会和社
会力量开展托管服务管理。浙江省宁
波市北仑区采用小学、幼儿园和社区
假日学校“三位一体”的暑期托管服
务体系。

不难看出，尽管各地暑期托管服
务的规模、内容、形式不尽相同，但
以学校为主导的托管班管理是主流。

形式：托管班管理如何着手

面对暑期托管服务这样一项涉
及面广、社会关注高的工作，开展

暑期托管服务的学校该如何着手管
理？

据相关调查显示，关于暑期托管
服务，家长最关心的分别是日程安排
是否符合孩子兴趣、管理措施是否到
位、师资力量是否充足专业等。

一位北京的学生家长说：“我比
较关注暑期托管服务每天的生活具体
是怎么安排的，能不能督促孩子完成
每日作业？有多少时间让孩子参与户
外活动？是不是还与上学时的日程安
排一样？”

与此同时，部分家长对暑期托管
服务的安全等表示关切。

（下转第三版）

暑期托管，如何“管”好？
——多地推进暑期托管服务观察之四

本报记者 程墨 任朝霞 魏海政 施剑松 实习生 邓潇凡

7月14日，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凤鸣山小学，志愿者在教该校暑期托管班的
学生跳健身操。 孙凯芳 摄

“姑娘们想我了，我得赶快回学
校，守着她们学习。”在人民大会堂
荣获“七一勋章”、参加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后，云南丽江
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张桂梅急匆匆从北京赶回华坪。

64 岁的张桂梅，步履蹒跚，双
手贴满止痛膏药，却无时无刻不挂念
着她的学生。“让学生们远方有灯、

脚下有路、眼前有光。”张桂梅以弱
小的身躯，燃烧自己，点亮了大山女
孩们的人生梦想。

一所托举希望的学校
6 月 23 日，云南省 2021 年高考

分数线公布，张桂梅的手机响个不
停。“姑娘们来给我报喜了。”她滑动
着手机屏幕，笑得合不拢嘴。

今年，华坪女高有150名高三毕
业生参加高考。自 2008 年建校以
来，这所位于华坪县城边一座小山包
上的学校，累计让近 2000 名女孩考
上大学，学校本科上线率、一本上线
率稳居云南省丽江市前茅。

【“我有一个梦想”】
托举起无数希望与梦想的华坪女

高，曾是张桂梅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张桂梅原本和丈夫一起在大理一

所中学教书。1995 年，丈夫因胃癌
去世。不久后，张桂梅主动申请调到
偏远的丽江市华坪县工作。

到华坪县教书后，张桂梅发现一
个现象，许多女学生读着读着就不来
了。“有的被叫回去干农活，有的是
父母收了彩礼，让孩子辍学结婚。”

2001 年，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成
立，因为张桂梅在当地教书小有名

气，捐款的慈善机构指定要她当院长。
担任院长后，她逐一了解福利院孩子们
的身世发现，不少女孩并非孤儿，而是
被父母遗弃的。

一次家访途中的偶遇，更让张桂梅
心痛不已。

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呆坐在路边，
忧愁地望着远方。张桂梅上前询问得
知，父母为了 3 万元彩礼，要她辍学嫁
人。“我要读书，我不想嫁人⋯⋯”女
孩一直哭喊着。张桂梅想带女孩走，但
女孩母亲以死相逼，她只能无奈放弃。

目睹一幕幕悲剧，一个梦想渐渐在
张桂梅心中萌发——办一所免费女子高
中，让大山里的女孩都能读书。

【曾遥不可及的办学梦终圆】
办一所学校困难重重。为筹款办

学，她曾连续几个假期去昆明街头募
捐。她把自己的荣誉证书复印了一大
兜，逢人便拿出来请求捐款，可换回的
却是不理解和白眼。

2007 年 ， 张 桂 梅 的 梦 想 出 现 转
机。那年，她作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到北
京开会。一天早晨，她正匆忙赶往会
场，一位女记者突然把她拉住，悄悄对
她说：“摸摸你的裤子。”张桂梅一摸，
羞得脸通红，她的牛仔裤上有两个破
洞。 （下转第三版）

“七一勋章”获得者、“校长妈妈”张桂梅：

燃烧自己 点亮梦想
新华社记者 庞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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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的汉江两岸绿浪滚滚，正在
分蘖萌穗的水稻长势喜人。

抚摸着绿油油的禾苗，陕西科技
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郭军康
满怀期待：在团队努力下，今秋十
月，试验田即将捧出秦岭污染土地上
的第一把“放心米”。

把一颗不起眼的“小圆球”埋进土
壤，在不影响作物生长的前提下，通过
吸附根际土壤中的镉、铅、锌、汞等多
种元素，彻底修复农田重金属污染土
壤，让受尾矿污染的土地再次产出“放
心米”。4 年来，郭军康带领团队一头

扎进秦岭深处的试验田，以农田重金
属污染控制为课题，研发出10余种环
境友好型修复新材料及配套修复装
置，借助智慧农业新技术，在污染土壤
中布控修复装置并循环回收利用，通
过多次循环实现对土壤污染的彻底修
复，同时极大降低修复成本。

如今，他们已成功修复100余亩
农田并实现了绿色种植，产出的油菜
重金属镉含量与未处理地块油菜相比
下降 56%，达到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限值。

巍巍秦岭，矿脉深藏。历史上，
由于对秦岭各处矿藏开采，造成部分
区域农田的重金属污染严重，重金属
镉超标，极大影响了当地农民生产生
活。2018 年，郭军康领衔的“秦岭

卫士”团队在社会实践中看到当地群众
饱受尾矿重金属污染之苦，下定决心要

“把论文写在三秦大地上”，他们结合陕
西科技大学环境学科优势与粮食安全重
大需求，破解地方发展难题，开始土壤
重金属污染修复的研究课题。在陕西绿
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支持下，建成
110 余亩试验田，轮作种植了油菜、水
稻等农作物。

从2018年至2021年，在经费极其
有限的情况下，团队成员无数次往返于
汉中和西安、稻田和实验室，发挥学校
化学、生物、材料、机械学科优势，搭
建交叉学科公共研究平台，实现了多学
科融合，将新材料、新装置、新设备结
合在一起，解决了制约当地农业发展的

“卡脖子”问题。 （下转第三版）

陕西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用新技术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

秦岭尾矿区 禾苗绿油油
本报记者 冯丽 通讯员 雷超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小 康 圆 梦

7月15日，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龙泉街道徐福桃花园小区图书馆里，孩子们在
阅读图书。暑假以来，众多市民带领孩子走进图书馆、书店等场所，在书海中享受
阅读的快乐。 刘贵雄 摄

夏日觅书香

“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
新华社发

根据湖北省大悟县鄂豫边区革命
烈士纪念馆提供的资料，王殿禄团长
可能是河南省商城县上石桥镇回龙大
队王湾人。回到北京，记者立即开始
搜寻有关商城的信息。

翻开商城的历史，记者仿佛走入
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早
在1924年，商城就建立了中共党团组
织，1929 年 5 月爆发了闻名全国的

“商城起义”。这里建立了河南第一个
县级苏维埃政府，开创了河南第一块
革命根据地——豫东南革命根据地。
革命岁月里，10 余万商城儿女投身
革命，其中8万多人献出了生命。

6 月 8 日，通过河南省教育厅、

商城县教育局、上石桥镇中心校，记
者辗转联系上上石桥镇回龙小学校长
李世忠。

得知记者是为烈士寻亲，李世忠
在电话中热情地介绍起王湾村的情
况：“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王湾
村有不少人参加革命，如今登记在册
的烈士有十几位。”他很快动身，替
我们到王湾村寻找。

李世忠给记者打来电话，他到王
湾村村委会查询了烈属档案，没有找
到王殿禄的信息；又询问了村中几位
姓王的老人，老人们都说村里的王姓
并没有“殿”字辈的后人。“王湾村
的王姓是一家。按照烈士的年纪推

断，那个时期，王姓主要是‘从’字辈
和‘善’字辈。我们了解，王家上下几
代都没有‘殿’字辈。”李世忠说。

李世忠在王湾村调查时，找到了村
里王姓中辈分最大的王修炳老人。王修
炳回忆，大革命时期，他的大爷 （大
伯） 和三爷 （三叔） 都离家参军。后来
大爷王善会牺牲了，是烈士，但三爷始
终没有消息。王修炳认为，王殿禄可能
是他的三爷王善亭。

但王家没有烈士通知书或烈士证明
书，两个名字也不一致，李世忠认为，
王殿禄是王善亭的可能性不大。

从 6 月初开始，本报陆续刊发了“寻
找王团长”系列报道，一直有热心读者向
记者提供信息。（下转第三版）

铁血铸丰功 商城访红踪
本报记者 张婷 李澈 张晨 李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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