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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包的饺子，猪肉白菜馅儿的”“尝尝
我做的蔓越莓月饼”…… 9 月 3 日，大连市沙河
口区中心小学教学楼内热闹异常，每学期伊始
的“家政小岗位”活动，让孩子们动手能力大大
增强，也让他们感受到劳动的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9 月 10 日全国教
育大会上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
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
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
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
动。

劳育是五育体系中重要一环，在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具
有重要作用。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
劳育美、以劳创新……中国孩子正在劳动教育
中健康成长。

“小农场”的大作用

九月的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小菜园里
盛开着紫色的茄子花，果园里柿子树硕果累累，
还有农场里一垄一垄的红薯，书香、花香、果香
弥漫了整个校园。

天刚下过小雨，地面的泥土散发出潮气。正
值下午课间，学校后院的小路上，一名女教师正
带着十几个低年级孩子用小铲子清除杂草。三
年级二班班主任葛德霞说，趁土壤湿润，孩子们
更容易把草根拔出来，这是农作经验。

不一会，小路上砖缝里的杂草被清理得干
干净净。在葛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两两搭配，
把杂草和落叶收到簸箕和小竹篮里，运送到不
远处的茶园，并把篮子里的杂草、落叶倒在茶树
根部，当作有机肥料。

13 亩果园、8 亩茶园、4 亩梅园、11 亩红薯
地……从 1994 年开始，作为江苏省第一家农村
社会实践基地，行知小学专门接待城市学生来
体验乡村生活。如今，这里每年要接待来此体验
农家生活的学生 3 万多人，还有上万名境外师
生来这里学习。

2014 年，“小农场”成为青奥会文化活动的
接待点，国际奥委会组织 100 多个国家的参赛
友人，荷花池边，大家一起识荷、种荷、赏荷；茶
园里，他们一起采茶、炒茶、品茶。

“劳动教育让孩子的天性得到了释放和发
展，让他们知道学习生活中不仅仅只有书本知
识，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东西。”三年级二班班主
任葛德霞说。

校长杨瑞青说，劳动教育的本质是价值观
教育，教育应当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育具有自
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人”。教育形式不一定只
用固定化的课程形式，平时点滴的实践，就可以

让孩子们了解团队合作的价值、循环经济的
价值。

“小厨神”的新收获

肉片和辣椒在锅内翻炒，加一小勺豆豉，
香气四溢……“辣椒炒肉、红烧排骨、口味虾
尾、珍珠奶茶我都会做！”六年级的毛宇栋自
豪地告诉记者，他是家里的“小厨神”。

坐落于湖南岳阳的湖南民族职院附属小
学有“一大怪”，不大的校园，教学楼里却有一
个 200 平方米的厨房……每天下午，孩子在
这里争相“掌勺”，美滋滋地品尝完自己的菜
式后，拖地、打扫、洗碗，把物品摆放整齐后再
下课。

“妈妈第一次吃到我做的菜时，高兴得哭
了，说我做什么都好吃！”五年级学生陈嘉琪
说。

“把厨房搬进小学”是校长方少文的“创
举”。“我发现，孩子的作文里总是写‘今天我

帮妈妈扫地’，在他们看来，家务事与他们无
关。孩子不仅没有自理能力，更别谈对家庭、

社会的责任心。”
方少文想要改变这一切。2003 年，他在

学校的楼顶开辟了一个“空中菜园”，让学生
轮流体验劳作的乐趣。之后，学校又开展了
“周末我当家”“食堂我当家”“我是小交警”系
列活动。

“不仅学校要开设劳动课，还要让家庭也
参与进来。”方少文开始思索更“常规的教
育”。

刚开始，一些家长也不乏观望、懈怠情
绪，甚至填交假劳动信息应付了事。老师会在
群里发视频鼓励家长，越来越多的家长看到
了孩子的改变：“附小的家长从来不用担心加
班回家晚孩子没饭吃”“知道了劳动的艰辛，
孩子更关心、体恤父母了”……

学校的劳动课程也越来越丰富，还在君
山区周边等地区建立了多个农事劳动基地，
让孩子拔萝卜，并制作腌制萝卜条；给幼苗搬

新家，学习蔬菜幼苗移栽技能；分离空谷壳，
学习鼓风机的使用方法和原理……

从每一件小事做起，从每一天做起，渗透
式、融入式的劳动教育正在让劳动意识扎根
到很多孩子心中。

“小坚持”实现“大成长”

服装 DIY、安全与急救、编结艺术、扎
染、影音制作……每次走进大连市沙河口区
中学生劳动技术中心，知行中学初二学生姜
美齐都格外开心。

“我喜欢制作智能机器人课程，这不仅培
养我们的动手能力，还需要提前观察，逻辑推
理，加强应变能力和空间想象力。当看到我们
设计的机器人实现了预期目标，大家别提多
兴奋了！”

占地面积 1 万余平方米的劳技中心是沙
河口区劳动教育“三大校外实践基地”之一，
现有“生活”“艺术”“技术”模块课程 37 门。“学
生初中三年，至少要在这里完成 72 课时的劳
动教育。”技术中心主任苏斌说。

在沙河口区，劳动教育已经坚持了 20
年。1500 亩的学农基地，累计让 20 万名学生
在泥土的芬芳中开阔了视野；科技中心是全
国优秀科普教育基地，年可接待 12 万人次。
还开发了 16 本区本教材、百余门校本课程和
1000 余节网络“微课程”……

“每周不少于 3 课时综合实践活动课。学
生在校人人有岗位，做家务天天有要求。天长
日久的‘小坚持’，实现了孩子们的‘大成长’。”
姜美齐所在的知行中学校长李坤说。

“一年级的时候简直可以用‘丢盔卸甲’来
形容，不是忘记带书本，就是水壶丢了。”沙河
口区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家长姜琳说，在学
校，孩子学会了穿衣服、整理书包；再大些，学
会了做水果拼盘、包饺子……“假期里，孩子
们还钻进厨房给我们‘露一手’，这些我们家长
看在眼里，感到特别欣慰。”

“充分发挥劳动综合育人功能，制定劳动
教育指导纲要，加强学生生活实践、劳动技术
和职业体验教育。”今年 7 月发布的《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劳动教育
的地位。社会和时代在变化，构建适应新时代
的高水平劳动教育体系，将让每个孩子都能
获得劳动体验、习得劳动本领、创造劳动价
值、享受劳动成果。

(执笔记者王振宏、王莹，参与记者：
胡浩、刘宇轩、蒋芳、谢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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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第一次吃到我做的菜时高兴得哭了”
中国孩子在劳动教育中健康成长

总 书 记 关 心 的 百 姓 身 边 事

70 年风雨历程。从“一穷二白”起步，始终
以人民利益为各项事业出发点和落脚点，无悔
的征程见证着一个伟大政党的温度。

70 年峥嵘岁月。向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
所扶的民生愿景不懈的奋斗，记录着一个新生
政权的温度。

时代洪流滚滚向前，社会进步一日千里，中
国温度始终如一。

一个部落的千年跨越，彰显一

颗初心的温度

一边是身披兽皮的苦聪人，在森林里钻木
取火；另一边是衣着光鲜的苦聪人，开着小轿车
行驶在马路上——— 云南省金平县地棚村的广场
上，一幅墙画形象地描绘出“最后的原始部落”
60 多年间完成的“千年跨越”。

巍巍哀牢山，曾“锁”住这个被世界遗忘的
部落。千百年来，苦聪人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漂泊不定、啼饥号寒。

纵使山高路远，哪怕道阻且长。前进的征途
中，一个也不能少。

一支支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历尽艰辛找
到了苦聪人。命运，从那一刻发生了奇迹般的
转折。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波澜壮阔的改革
开放，反贫困的伟大斗争，他们再也没有掉
队。

从沿袭千年的游猎生活到学会耕田插秧，
从以物易物到上网卖货，从结绳记事到培养出
第一名北大博士生……老人们感叹：“苦聪人世
世代代受苦，直到共产党来了，我们才算见到了
太阳！”

一切为了人民。赤诚的初心，在 70 年波澜
壮阔的征程上，刻印下为了人民而迈出的坚实
足迹———

百姓的“米袋子”充实起来：从 1949 年至
2018 年，中国粮食产量从 2263 . 6 亿斤提高到
13157 . 8 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实现翻番，彻底
粉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人民吃饭问题”的
断言；

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从 1949 年的仅 49 . 7 元，增长到 2018 年
的 28228 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 1956 年的仅
88 . 2 元，跃升至 2018 年的 19853 元；

亿万居民圆了“安居梦”：2018 年，中国城
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 39 平方米，比 1949
年的 8 . 3 平方米增加了 3 . 7 倍；上亿居民“出棚
进楼”；住房保障工作让约 2 亿困难群众圆了

“安居梦”；
……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人民的生活

日新月异，初心的温度恒久如初。

一份营养餐的温暖香气，见

证一个国家发展的温度

“厨神汉堡”“川香茶叶蛋”“粉丝炖牛
排”……丰富的营养餐，是江西省鹰潭市余江
区春涛镇黄泥村黄泥小学学生吴一蔓新学期
走进学校的最大惊喜。

自 2011 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启动以来，已有 3700 万名农村学生和
吴一蔓一样，在学校吃上了营养餐。这一粥一
饭的暖意，将陪伴孩子们走过漫漫求学路，走
向更高更远的人生舞台。

70 年，更广阔的人群感受到国家飞速发
展的温度———

那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带来家门口
“15 分钟医疗圈”的便捷，那是 670 万因病致
贫返贫户成功脱贫后的舒心，那是 16 . 38 万

个养老机构和设施为“最美夕阳红”添上的绚
丽色彩，那是 78 万多名无人监护的农村留守
儿童有了受委托监护责任人的安全感，那是
经常性生活救助每年为近 5000 万困难群众
点亮的希望……

70 年，更多暖人新政让人民共享经济社
会进步的成果———

2018 年 10 月 1 日，我国个税起征点提
升至 5000 元。免除个税，让广西安科工程检
测有限公司职工杨晓露有了切实的获得感。
当月，全国个人所得税减税 316 亿元，6000
多万名“杨晓露”增加了实打实的福利。

从温饱到小康，从“有没有”到“好不好”，
从更好到更公平，人民群众渴盼着美好而有
尊严的生活。

双休工作制、法定节假日、带薪年假……
休假权利得到保障，我国公民全年休息日达
到 120 天以上；实行办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
“只跑一次”制度，超过 9 成申请人在 30 分钟
内完成现场申办证件手续；户籍改革从“破
冰”到前行，1 亿多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
行动不断深入……

70 载芳华璀璨。一个国家发展的民生温
度，绘就人民幸福的厚重底色。

一台网络听书机的无限精

彩，感知一个民族未来的温度

一台网络听书机，给 63 岁的刘思纯带来
了阅读的无尽快乐。湖南省首家盲人数字图
书馆的现代化设备，为刘思纯这样的视力障
碍者打开了崭新的世界。

“我们要充分认识残疾人的权利、价值和
尊严。他们与健康人一样有权享有生活中的
一切。”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这样讲述她眼中
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当年，5 岁的张海迪想上学，母亲背着她
一家一家找学校，得到的回答是：“对不起，我
们不招收残疾的孩子。”

如今，我国残疾人教育体系日趋完善，残
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显著提高，残
疾人非义务教育稳步发展，融合教育不断完
善，特殊教育公共支出持续增长。

“现在每年有近万名残疾学生进入高等
学校学习。多年前的梦想在今天终于成为现
实。”张海迪说。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每一个笃信奋斗的
个体都能通过努力拥有出彩的人生。一系列
直抵人心的举措，为亿万中国人美好的未来
保驾护航———

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
系、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实现优质均衡的
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中国
教育现代化 2035》的蓝图中，“人人皆可成
才”不再只是一句口号。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分别达到 1 . 9 平方米及以上和 2 . 3 平方
米及以上———《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的字里行间，折射出从“以治病为中心”
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巨大转变。

呼吸更清新的空气，饮用更洁净的水，共
享同一片湛蓝的天空……《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意见》，勾勒出人们在美丽中国的
惬意生活。

柴米油盐、点点滴滴，从过去到未来，中
国温度无处不在、伸手可及。

我们总是深情地将祖国比作“母亲”。中
国的温度，便是母亲的温度。

(记者施雨岑、王思北)
新华社北京 9 月 6 日电

▲ 9 月 3 日，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在制作月饼。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中 国 温 度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成就述评之六

新 中 国

峥嵘岁月

“这片枣林，过去都是沙包。”扔掉手中的一把杂草，56
岁的麦沙力·斯干达直起身子，摩挲着干巴粗糙的双手，眯
着眼睛回忆道。三天前，麦沙力·斯干达结束了自家 40 亩枣
林里的活计，赶来阿日希村的红枣基地除草。

“要不是这片枣林，这里风沙更大，别说打工挣钱了，自
家的红枣地都难保。”麦沙力·斯干达感慨地说。十多年来，

他眼看着阿日希村植被不断向沙漠腹地延伸，渐渐形成了
一个“绿口袋”，扎紧了风口，逼退了黄沙。

阿日希村位于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策勒，维吾尔语意
为“红枣”。历史上，策勒曾因风沙侵袭被迫三次搬迁。“和田
人民苦，一天半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这句民谣道尽了当
地环境的恶劣。

位于南疆四地州的和田地区，沙漠戈壁占总面积的
63%，绿洲占比仅为 3 . 7%，人均耕地仅有 0 . 87 亩，是全国
“三区三州”重点贫困地区，也是新疆的“贫中之贫”和难啃
的硬骨头。

20世纪 80 年代初，策勒县 2 号风口和 3 号风口形成
的沙包，距离绿洲仅 1 . 5 公里。阿日希村就紧挨着“死亡之
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处于“3 号风口”最前沿。

过去，阿日希村人均耕地少、产出低，严酷的生态环境
制约了当地农牧业发展，缺技术、缺土地，也成为阿日希村
主要致贫原因。

多年来，策勒县投入大量人力、财力防风治沙，变沙丘为
绿洲，将绿洲向沙漠推进 15至 20 公里。从沙逼人退到人进
沙退，锲而不舍的治沙人硬是将昔日不毛之地“染”成绿色。

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当地还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选
择了能固沙致富的红枣产业。

“劣势是沙漠，优势也是沙漠。”阿日希村驻村工作队队
长庞在顺说，沙漠村庄适合发展红枣产业，但风沙大，一年
大大小小几十次沙尘暴，尤其春天花期一场沙尘暴或者干
热风就能让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干热风是什么概念？它就像吹风机的风，又热又急，扫
过来花就干了。”他补了一句。

2007 年，从正厅级岗位退休的新疆干部李鹏来到阿日
希村开发枣园，带着村民投工投劳，建设 100 亩防风林，栽
杨树 5 万株，种枣树 2000 亩，治沙 2400 亩。
十多年间，往日连绵起伏的沙包逐渐被削平，一条条防风

林带整齐地向沙漠方向延伸。已然结满硕果的红枣树，一行行
铺满防风林带围成的方格，将黄沙与村庄远远分隔开来。

如今，阿日希村 6067 亩土地中，红枣面积达到 5707
亩，有超过 2700 亩是经过治沙“收复”的生产用地。

随着 2000 亩枣园基地的逐步建成，用工量也随之扩
大。李鹏吸纳了当地 100 名枣农成立合作社，社员借助企业
提供的销售渠道、种植管理技术以及成本价清洗分选加工
红枣增收致富。

“女工一天 60 元，男工一天 100 元，在这里打工的同时
还能学技术。”麦沙力·斯干达说，从修剪枝条、清理枣园，到
采摘和加工红枣，一年四季都有活儿可干。

十多年来，合作社辐射周边乡村，解决就业 13 万人次，
劳务费用超过 1400 万元。通过种枣治沙、就地就业，2018
年底全村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超过 7800 元，村集体收入达到
41 万元。

“再过一个多月红枣收获时，新建的加工厂又要忙碌起
来，到时就需要 300 多名工人。”李鹏对未来还有更多计划，
除了延长红枣加工产业链，还要对接网络销售平台。

“不仅要帮着大家脱贫，还要带着他们继续种树、管好
枣树。”他说，尽管解决了贫困问题，但生态环境脆弱依然是
绿色发展的巨大阻碍。

说到种枣治沙的决心，李鹏念起了自创的打油诗：“咬
定枣业不放松，立根原在风沙中，艰辛曲折还坚劲，任尔东
西南北风。” (记者关俏俏、于子茹、高晗)

新华社乌鲁木齐 9 月 6 日电

1950 年 10 月 14 日，政务院发布
《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制定了上中
下游按不同情况实施蓄泄兼筹的方
针。新中国水利建设事业的第一个大
工程拉开了帷幕。

1950 年七八月间，淮河流域发生
了特大洪涝灾害。河南、安徽两省共有
1300 多万人受灾，4000 余万亩土地
被淹。7 月 20 日，毛泽东批示：“除目
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
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
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治理淮河
第一期工程于 1950 年 11 月底开工。

数十万民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奋战在治
淮工程的工地上。1951 年 5 月，中央
治淮视察团把印有毛泽东亲笔题词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四面锦旗，分
送到了治淮委员会和三个治淮指挥
部，极大地鼓舞了治淮大军的士气。到
1951 年 7 月下旬，第一期工程全部完
工。这期工程共完成了蓄洪、复堤、疏
浚、沟洫等土方工程约 19500 万立方
米(其中沟洫工程土工约 1 亿立方
米)，石漫滩山谷水库一座，板桥、白沙
两处山谷水库的一部分，润河集蓄洪
分水闸一座，其他大小涵闸 62 处，谷
坊 155 座。

治淮一期工程的竣工，保证了
1951 年淮河流域的丰收。满怀喜悦的
农民，纷纷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丰收情形。

1951 年冬，淮河两岸人民又投入了治淮二期工程的战
斗中。1952 年 7 月，治淮二期工程结束；1953 年的治淮工
程又开始了紧张的筹备。

经过 8 个年头的不懈治理，到 1957 年冬，国家共投入
资金 12 . 4 亿元，治理大小河道 175 条，修建水库 9 座，库
容量 316 亿立方米，还修建堤防 4600 余公里，极大地提高
了防洪泄洪能力。 新华社北京 9 月 6 日电

﹃
一
定
要
把
淮
河
修
好
﹄

扎 紧 了 风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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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5 日，山西省万荣县高村乡丁樊小学的学生在吃午餐。丁樊小学的学生大多是丁
樊村及附近乡村的留守儿童，不少孩子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2015 年 9 月，校长赵英杰为
学校申请加入“免费午餐”公益项目，孩子们吃上了两菜一汤标准的免费营养餐。

新华社记者曹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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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南疆沙漠村庄的扶贫观察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