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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庄严的残历碑静静矗立，无声诉说
着这个民族的巨大苦难；刺耳的警报声
划破天际，宣示着这个民族的铮铮誓
言。“九一八”，中国人民永不忘记。

88 年前的 9 月 18 日夜晚，震惊中
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
自此开始了长达 14 年的侵华战争。野
蛮战火从松花江畔烧到五指山下，侵略
者在中国大地上无恶不作，战争罪行罄
竹难书。铁证如山，历史昭昭，军国主义
的暴行早已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
柱上，警示后人。

“九一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
点。事变爆发当夜，东北军部分爱国将士
拒不执行“不抵抗政策”，打响了反抗侵略
的第一枪。事变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即
发表抗日宣言，很快派出杨靖宇、赵尚志
等骨干深入东北领导武装抗日斗争。从
“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到
了最危险的时候，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
机。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万众一心，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谱写了感天动地的
壮丽史诗。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
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为补偿的。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 14 年血与火
的洗礼中，古老的中国凤凰涅槃、浴火
重生。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
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历史转折点。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回望“九一八”，重温抗战历史，意义尤为重
要。这是提醒人们勿忘国耻，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为实现中
国梦凝聚全民族的意志；是警示人们居安思危、朝乾夕惕，盛
世更要警钟长鸣；是缅怀和告慰先烈，忠魂当笑慰，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回望来路，苦难铸就辉煌；展望前途，光明引领未来。踏上
新征程，无论过往取得多大成绩，都需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都
需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劈波斩浪一往无前，使“中国号”巨轮驶
向灿烂的明天。 (记者徐扬、赵洪南)新华社沈阳 9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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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新华社香港 9 月 17 日电(记者丁梓懿)
“祝福国家，祝福香港，生日快乐！”17 日一
早，100 名朝气蓬勃的香港青年齐聚金紫荆
广场，他们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维港上空。

早上 6时多，天刚蒙蒙亮，这些青年从全
港各区来到湾仔金紫荆广场，参加“我与国
旗·金紫荆同框”快闪活动。

70 面国旗，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一面
专门定制的巨幅国旗和 69 面国旗迎风飘扬，
环绕在紫荆花大型雕塑周围，金紫荆广场一
时间被红色覆盖。

“我们手持国旗一同为国家庆生，并共同
呼吁各界同舟共济、以爱止乱，希望香港尽快
恢复秩序。”活动发起人、港区全国青联委员
赵佳音说，香港青年与国家同频共振，祝福新
中国生日，祝福香港明天更美好。

从事金融行业的香港青年庄益燊早上 5
时多就起床了，他和伙伴一起从港岛东区搭
乘交通工具来到湾仔。作为此次活动口号的
领喊，他觉得十分光荣：“这展现了我们香港
青年热爱祖国、热爱香港的情怀！香港需要这
样的声音！”

这些青年朋友们利用业余时间，自发参
加此次活动，大家来自各行各业，其中也包括
青年学生。

香港青年刘杰已记不清是第几次参与这
类活动了，撑警队、护国旗、唱国歌、慰问警
署……凡是有这种热爱祖国、发扬正能量的
活动，他都会参加。

“我曾在上半年参加过一次升国旗活动，当
国旗升起那一刻，我衷心地感受到对祖国深深
的敬爱，这样的活动一次次增强我作为一个中
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刘杰说，今天的活动很有
意义，借此为国家献上祝福，愿祖国繁荣富强。

活动另一发起人孙秀祖曾和许多香港年
轻人去过内地不少地方，内地的快速发展、人
们的热情好客、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给他们
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中国人，热爱祖国是我们的职责。国
家好，香港才能好。”孙秀祖说，爱国不是空喊口
号，而是付诸行动。希望香港青年多到内地走走
看看，多了解国家的发展成就，通过自身努力为
国家做贡献，而不是破坏她。

这群年轻人，互不认识，但他们的表现却
十分有默契。喊完口号，表达了对国家的祝福
后，他们又自发地唱起《歌唱祖国》和国歌。

早上 7时 55 分，金紫荆广场升旗仪式开
始，年轻人望着国旗，唱起国歌。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近日，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
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指出，体育产业在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强化体育产业要素保障，激发市
场活力和消费热情，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
经济支柱性产业，让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成为
一种生活方式。

《意见》提出了 10 个方面政策举措。一
是深化“放管服”改革，释放发展潜能。深化

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改革，制定体育赛事活
动办赛指南、参赛指引，推进公共体育场馆
改革，推动公共资源向体育赛事活动开放。
二是完善产业政策，优化发展环境。落实已
有税费政策，完善体育无形资产评估制度，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三是促进体育消费，增
强发展动力。优化体育消费环境，出台鼓励
消费政策，开展促进体育消费试点，实施全
民健身行动，探索实行学生运动技能标准达
标评定制度。四是建设场地设施，增加要素
供给。优化体育产业供地，鼓励利用既有设施
改造及合理利用公园绿地、市政用地等建设
体育设施，组织实施全民健身提升工程，挖掘

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潜力，建立体育场馆
安保等级评价制度。五是加强平台支持，壮大
市场主体。研究设立由政府出资引导、社会资
本参与的中国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建设体育
产业发展平台，推动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六是
改善产业结构，丰富产品供给。提升体育服务
业比重，支持体育用品制造业创新发展，推动
体育赛事职业化，支持校际体育赛事发展，加
快发展冰雪产业，大力发展“互联网+体育”。
七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协调发展。打造体育
产业增长极，差异化发展区域特色体育产业，
推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马拉松、自
行车等系列体育赛事。八是实施“体育+”行

动，促进融合发展。推动体医融合，开展运动
促进健康指导，鼓励体旅融合，实施体育旅游
精品示范工程，加快体教融合，引进专业人员
和机构等为学校体育课外训练和竞赛提供指
导。九是强化示范引领，打造发展载体。鼓励
建设体育服务综合体、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加
强体育产业基地建设与管理，探索体育产业
创新试验区建设。十是夯实产业基础，提高服
务水平。要加强体育产业人才培养，完善体育
产业统计体系。

《意见》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落
实，加强协同联动，各地区要建立相关协调机
制，强化政策衔接，确保时效。

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国办：十项措施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王俊禄)满头白发映
衬下，88 岁的俞明德胸前的红领巾愈加鲜
艳。他是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辅导员——— 从
1949 年中国少年先锋队成立至今，耄耋之年
仍作为浙江省温岭市少先队“终身总辅导
员”，活跃在校园和孩子们中间。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金秋时节，正是江南作物充盈饱满之时。
位于温岭城区前溪路一处老房子内，经俞明
德修剪的蔬果花木已是枝繁叶茂。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了一辈子少先队
辅导员的俞明德深知，成长中的少年儿童也
需要不断“修剪”“扶正”。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家知道什么含
义吗？”在温岭实验小学，正当小朋友们七嘴
八舌地抢答时，俞明德用自己穿的一件外套
做起了示范。他故意把领口下的扣子错位了
一个，没等扣到下摆，台下的孩子们已经笑成
一片，“扣错了，扣错了！”

“孩子们，是不是第一个扣子错了，后面
很容易错？”俞明德的话让孩子们连连点头，
“大家从小就要立志做一个走正路、树正气、
追求真善美的人。”

身为辅导员，身教更胜于言传。早些年，
他和孩子们一起上街捡煤渣、做电灯罩、稻
草里种木耳。为节约粮食，俞明德启发他们
用袜子套洗碗水槽做成“节粮袋”，积起来的
米送部队养猪。他还启发孩子们用另一种虫
来除松毛虫害，获得了全国创造杯最佳奖。

温岭市方城小学校长江国明说，70 年来
俞老师对下一代满腔的热忱、执着的情怀、循

循善诱的教育始终如一。
温岭靠海。俞明德寓教于乐，将海洋文明

植入孩子们的童年。20世纪 90 年代，他创建
“少年军校”“红领巾海洋文化”等少先队工作
品牌。这些年，他带着孩子们开展“蓝色海洋
拯救行动”等活动，在国内多地得到推广。

“红领巾把我的心系了一辈子”

70 年的红领巾生涯，俞明德获得过全国
一级星星火炬奖章、全国少先队工作突出贡
献奖等诸多荣誉，获评浙江省最美老干部，入
选中国好人榜。

“我这 70 年，用过或洗破的红领巾至少
几百条，第一条最珍贵。”俞明德说。

俞明德生于 1931 年。1949 年 5 月温岭
解放，18 岁的俞明德当上了人民教师。后来，
他看到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更名为中国少年
先锋队)10 月 13 日成立的消息，也申请成立
了温岭第一个少年儿童队组织——— 紫皋乡少
年儿童队大队部。

“当时穷，我们的第一条红领巾，是把庙
堂里的红幡扯下来，撕成了小布条，系在脖子
上，感觉特别神气。”俞明德说。

白天，俞明德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组织站
岗放哨，唱革命歌曲，宣传土改，抗美援朝时
又发动他们捐献鸡蛋充当军粮……在俞明德
的带领下，队员从 20 多人逐渐发展到 160 多
人。1955 年 9 月，俞明德作为少先队代表，出
席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
会。

“红领巾也把我的心系了一辈子。”俞明
德说。

“少先队永远年轻”

发黄的照片、用坏的相机、洗破的红领

巾……俞明德简陋的书房，满是岁月的记忆。
1991 年 10 月，俞明德退休后，申请当了

少先队志愿辅导员；10 年后，又被任命为温
岭市少先队终身辅导员。

这个“终身”名副其实。俞明德拿起了笔，
扛起了摄像机，每天往学校和孩子们中间跑，
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他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
床，电邮采集的新闻稿。由于不熟练，打字只会
“一指禅”，字号要用到最大，300 字要敲一个
小时，视力不好，桌上同时开着 4个台灯……

“零基础”的俞明德学会了上网、打字、发
邮件、聊微信、浏览 App。他说，只有不断地学
才不会落伍。“像‘粉丝’‘赞’等热词，都是跟小孩

子们学的，他们爱听，沟通才没距离。”他说。
翻开俞明德的“发稿清单”，每年有 300 多

篇。他用镜头记录下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也通
过宣传引起大家对少年儿童的关注。

书房的角落里，俞明德的荣誉证书多得
数不过来，然而，他最喜欢孩子们喊他一声
“俞爷爷”，“这比拿了什么奖都开心”。

如今，俞明德还有一大批青年“粉丝”。2015
年 8月，俞明德工作室成立，明确了三个目标：
开展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实施课程研究、培养
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工作室被全国少工委授予
第一批“全国少先队名师工作室”。

“和孩子们一起，我永远年轻。”俞明德说。

红领巾飘过 70 年,把他的心“系了一辈子”
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辅导员俞明德，耄耋之年仍活跃在孩子们中间

▲ 9 月 17 日，在金紫荆广场，香港青年参加国旗展示活动。 新华社记者李钢摄

金 紫 荆 广 场 的 7 0 面 国 旗

▲俞明德和师生玩起老鹰捉小鸡游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朱海伟摄）

（上接 1 版）主讲教师于凡是学校国防教
育学院一名教师。于凡把相声、评书等曲艺技
巧应用到讲课中，语言风趣幽默，节奏感强，课
上隔几分钟就有一个笑点，带领学生“一秒穿
越”，感知古人的智慧，体验中华文化的精深。

为提升课堂效果，他会留心观察课上学
生的反应，调整下一次的讲课内容和方式：
“这一句用什么案例解读最合适，哪个环节增
加什么样的互动，都是反复设计的。”

“匠心打造不仅靠‘口才’，更要将‘内涵’融
入其中。”于凡认为，让学生从课程中有所感
悟、受到启发，体会到国学的魅力，才是教育
和学习的意义。

“一些学生准备辩论赛，为获胜总是一味
站在对方角度揣测对方可能提出的观点，这
容易忽视了立足自己的观点。这是《孙子兵
法》里所说的‘胜可知，而不可为’。”于凡常把
学生身边事、时事政治、社会热点等作为例子
引入课堂。

“我选了两年都没有选上”“大学不上一
次真的遗憾”……在学校，于凡的课一座难
求。选课人数往往多达上千人。教务处只好增

加班次，提升每班人数限额。
自 2016 年于凡的课在慕课平台上线后，

平均每学期的访问量达 2 万，满意度在 95%
以上，并入选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把“水课”升级为“金课”，于凡认为，教师
要主动走出舒适区，勇于打破常规，与时俱进
探索教育规律，让学生“听得懂，也乐意听”。

“网红科普”：照亮偏远地区

孩子的心灵

“10 分钟分析激光原理”“30 秒讲明白地
球停止自转会发生什么”……过去一年里，人
大附中物理老师李永乐发布了近 200 条科普
短视频，大多以生活常识和社会热点为由头。
这为他带来了 500 多万网络粉丝，成了不折
不扣的“网红”。

2017 年 4 月，他读研究生时在培训机构
做兼职老师的一段讲课视频被人放到了网

上，题目是“闰年是怎么回事”。一天内，视频
点击量达到 1000 多万，第二天超过 2000 万，
李永乐也成了“闰年哥”。

之后，他拍摄了更多的短视频：代数、几
何、概率、经典力学、光学、博弈论、大气问
题……李永乐彻底“红了”。他在网上收到好
友申请，很多都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发来的。

一个生活在河北农村的中学生告诉他，
家长很关心自己的学习却不知如何辅导，听
说有网课，就专门购买了平板电脑；而李永乐
的视频极大激发了自己的学习兴趣，“感到整
个世界都明亮了很多。”

李永乐曾去过甘肃省会宁县做调研，在
一些贫苦和偏远的地方，很多学生把高考作
为最重要的出路，埋头背书的学生在校园角
落里随处可见。

“我触动很大，当前教育资源的分配仍不
均衡。如果能用孩子们喜欢的方式，弥补地区
间教育资源的鸿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李永乐说。
如今，有的偏远地区的中小学将“看李永

乐视频并做笔记”作为假期作业，甚至有课堂
上播放他的讲课视频。

据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月
报，截至 2019 年二季度末，全国中小学互联
网接入率达 97 . 9%，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普
通教室 348 万间，93 . 6% 的学校已拥有多媒
体教室，其中 74 . 2% 的学校实现多媒体教学
设备全覆盖。

“互联网带来了机遇，放大了个人价值，
我们不仅要给孩子们带来知识，更要让‘育’的
分量更重，用知识照亮他们的心灵。”李永乐
说。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越来越多
的新技术，使创新教育服务成为可能。如何跨
越千山万水，深度推动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
教育均衡化发展？更多的“网红课”插上双翼，
让教育均衡的“光束”抵达更远地方。

(执笔记者：姜微、兰天鸣，参与记者：仇
逸、杨思琪、赵琬微、胡浩、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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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的 老 师 是 网 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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