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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记
者曹典 黄小希）“中共十九大：中国发
展和世界意义”国际智库研讨会16日
在京举行，来自世界31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的智库学者、前政要与中国高端智
库专家共240余人共聚一堂，共议中共
十九大，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入
手，寻找“中国为什么能”的答案。

来自美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
印度、肯尼亚、巴西等外国智库专家，
围绕“中共十九大的主要成果和世界
意义”“发展开放的中国与全球经济新

机遇”“中国对外政策与世界和平发
展”，与中国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研
讨、深入互动。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等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对外开放政
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做了介绍。

与会人士认为，中共十九大确立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指导地位，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论断，对中国发
展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意义，也

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新时代中国
的探索，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
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一个发展进步
的中国，将产生更广泛、更强大的辐射
效应，让更多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
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
张，契合世界各国的长远利益和各国
人民的普遍诉求，为全球治理贡献了
中国智慧。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说，习近平
主席在中共十九大上的讲话具有划时
代意义。当前，在经济、技术等很多方

面，中国的发展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我相信中国的发展也将对亚洲其
他国家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
说，中共十九大提出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建设一个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未来的
几十年里，中国也将在世界发展进程
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中共十九大不仅仅是对于中国
迎来了一个新时代，它也开启了一个
全球的新时代。”法国前总理多米尼

克·德维尔潘表示，在全球事务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正使中国成为国际合作
的中心。当前全球化正处于十字路
口，开放受到了孤立主义的威胁，中国
却在不断加快开放步伐，相信“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将为各国发展和共同稳
定带来新机遇。

此次国际智库研讨会由国务院新
闻办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
经济交流中心主办，为国际社会全面
客观地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十九大
搭建了重要交流平台。

“中共十九大：中国发展和世界意义”国际智库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迎来一个新时代，也开启了一个全球新时代

■ 人民日报评论员

“诗言志，歌咏言”。在中国文化
传统里，没有比诗歌更能直陈胸臆、抒
发心志的了。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
坤。”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
以诗言志，吟咏的是墨梅不慕虚名、绽放
清芬的品格，彰显的是大国大党的自信，
表达的是从容清醒的定力，传递的是埋
头苦干的意志。诗意的表达，让人们看
到一个古老民族走向世界的气度、一个
走过近百年的政党面对未来的胸襟。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

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
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
有理由自信的。这样的自信，源于这个
民族由衰落沉沦而巍然屹立的复兴历
程，源于这个国家由一穷二白而繁荣昌
盛的发展奇迹，源于这个政党带领亿万
人民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的奋斗传奇。
中国的发展进步赢得举世瞩目，但相伴
而来的并不只是鲜花和掌声，各种抹黑
唱衰中国的舆论一直不绝于耳，各式

“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不过，
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日
增，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增。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今天的中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于5年
砥砺奋进中抵达新的发展方位。

凌寒怒放的梅花，一直盛开在中
国人的精神世界。习近平以之写照当
今中国，更昭示着一份不争春的从容、
不畏寒的定力。从拉开改革开放大
幕，到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的结合，再到沉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我们党一直不为风险所惧、不为干扰
所惑，推动中国这艘巨轮行稳致远。
面对“捧杀”或“棒杀”，面对困难和考
验，我们党之所以“千磨万击还坚劲”，
始终“咬定青山不放松”，最根本的是
因为作为一个人民政党，我们党没有任

何自己的私利，抱定的是“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崇尚的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
情操，“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
里”。坚定自信、保持定力，更需扬鞭奋
蹄、击水中流。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难走的路在后半程。当此决胜全面小
康之际、当此百年目标交汇之期，我们
更不能沉湎于鲜花与掌声，更需要砥砺
前行的勇气与能力。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世界最大发展中
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惟有坚定前行
的方向、找准发展的节奏，才能应对重

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
解决重大矛盾，于花繁柳茂处拨得开、
于风狂雨骤中立得定，引领承载着中国
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劈波斩浪。

共产党人不求清誉、不尚清谈，愿
得清朗留天地，只留清气满乾坤。今
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
人手上，新的征程正在我们面前展
开。只要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自信、保
持定力、踏实前行，就一定能以共产党
人的奋斗写就神州千秋业，将民族复
兴的梦想化作乾坤万里春。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⑩

航天运输系统发展路线图发布：

2020年长征八号首飞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记者胡喆）记者

16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获悉，该院发布《2017—2045年航天运输系统发
展路线图》，系统规划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能
力建设前景与发展蓝图，预计2020年长征八号
实现首飞、2035年左右运载火箭实现完全重复
使用。

根据
路线图中的规划

长征系列主流运载火箭达到国际一流
水平，同时面向全球提供多样化的商业发射
服务。其中，低成本中型运载火箭长征八号
实现首飞，在役火箭实施智能化改造，商业
固体运载火箭与液体运载火箭可为用户提
供“太空顺风车”“太空班车”“VIP专车”等
商业发射服务。

市场规模逼近2000亿元

课外辅导刚需带火
北京小学生笑笑的母亲最近轻松了很多，她给笑笑买了一套在线英语教育课程，每天25分钟一对一教学，再

也不用东奔西走上英语课外培训班了。但令她有点吃惊的是，给笑笑上课的老师，月收入居然超过10万元。
据业内人士估算，目前中国在线教育用户数量过亿，市场规模达数千亿元。一批网红教师随之应运而生，有

的年收入突破百万。他们为何如此走红？中国在线教育缘何火爆？

中国在线教育的市场有多大？来
自互联网研究机构艾瑞咨询的数据显
示，2016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
达到1560.2亿元，同比增长27.3％，预
计之后几年将继续保持20％左右的速
度增长，到2019年将超过2600亿元。

“在线教育目前市场规模在
1700亿元左右，用户规模上亿。”长
期关注“互联网＋教育”的拼图资本
创始合伙人王磊说。

在线教育教师收入如何？北京
大学教授薛兆丰因其网络专栏课程
价值超过3000万元而闻名，这个级
别的网红教师属于凤毛麟角。不过，
记者采访发现，月收入超过10万元
甚至上百万元的网红教师并不少见。

北京某知名中学的物理老师自

己开设的在线课程，一学期学费
1600元，每周上2个半小时，仅初三
就有2000多名学生，全部算下来月
收入可上百万元。

杨羊的妈妈曾是广州市的一名
幼儿园老师。她把给儿子读英文绘
本的语音资料放在荔枝微课平台分
享，点击率非常高。于是，她打造了
系列亲子育儿英文课程，15节课销
售29元，在网上卖得非常好。现在，
杨羊妈妈的月收入超过10万元。

此外，一些商业化的课外辅导机
构也在自己的平台推出数量不少的
网红教师，“万人在线同上一堂网红
课”的现象屡见不鲜。据了解，这些
商业机构中最优秀的2％的师资，收
入也达数万元。

记者调查发现，在线教育中最火
爆的课程，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领
域，如一对一在线英语，以及语文、数
学、物理等辅导课程。有专家统计，
中小学课堂上任何一个知识点，都可
以在网上找到10个以上的在线课
程。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在普遍的应
试教育压力下，以课程辅导为核心内
容的在线教育，将成为未来长期且稳
定的刚性需求。

网红教师中既有体制外的“独立
教师”，也有相当多的公办教师。体
制内的一线教师参与在线教育，是当
前存在争议的一个现象。教育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中小学在职教师不应
因参与有偿在线教育而影响正常教
学。但目前尚未出台相关禁令。

有老师私下坦言，虽然当前很多城
市禁止公办教师在外兼职，但主要是禁
止在机构兼职，对在线授课并未严查。
相对于中小学教师每月2000－6000
元的收入，如果完全封堵在线授课，可

能会导致一批优秀教师辞职。
此外，相当一部分网红教师是依

托培训机构的平台而走红。一些培
训机构从各大名牌高校招聘优秀毕
业生后，进行强化训练，产生了一批
大受市场欢迎的教师。

记者调查发现，培训机构通过网
校迅速扩大学生数量，实现了教育的
工业化流水线生产。在线培训课程
普遍内容超前，通常以得到正确答案
为目的，教授各种解题技巧。虽然应
试目的很强，但模块化的课程系统设
置、教师生动幽默的谈吐、动漫视频
的穿插，以及注重奖励的方法，增强
了用户体验，有的在线课程对学生的
吸引力明显优于同类课堂教学。

不过，为了吸引学生，一些网红教
师使用了过度甚至荒唐的手段。如自
称记忆大师，宣称可以让学生2天背熟
1000个单词，实际上就是把英文发音
变成中文谐音，硬生生进行联想，误导
学生的单词发音，违背语言学习规律。

在线课程为何火爆？首先是便
利性。一位家长说，网上“打卡”，下
载作业陪孩子做完，再上传到微信
朋友圈，足不出户就能接受教育，节
省了家长、孩子大量跑辅导班的精
力。此外，在线课程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优质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名
师是稀缺资源，如果在线下，仅能一
人面对几十名学生；但在线上，他可
以“面对”成千上万人。

此外，在线教育价格便宜。记者
在淘宝网上发现，思泉小学语文1－6
年级的视频课程总共只要29.8元，高
思小学数学3－6年级的视频课程仅
25元。这比很多课外辅导机构动辄

一学期数千元的价格明显有优势。
网红教师正悄然影响和改变线

下学校的课堂教学。记者发现，不
少教育部门和学校已经开始研究网
红教师的课程内容和讲授方式，试
图有所借鉴。

不过，多数专家认为，在线教育
是互联网发展下出现的一种教育形
态，不会对传统学校教育模式造成
很大冲击。“在线教育内容有的良莠
不齐，有些教师宣扬的价值理念明
显‘三观不正’。另外，内容同质化
倾向严重，说白了就是线下课外辅
导搬移到网络上。”王磊说。

事实上，大量集中于学科类课

外补习的在线教育，依然是当前课
外培训热的延伸。2016年，中国中
小学辅导机构市场规模达到8000
亿元，一个庞大的课外补习市场的
存在，是“在线补习”火爆背后最深
层次原因。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
奇说，在线教育未来如何发展取决
于两方面，一是行业自身的规范发
展，包括建立准入门槛，明确从业标
准，加强行业自律；二是我国教育改
革能否落实高质量的素质教育，建
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新华社广州11月16日电 记
者 郑天虹 沈洋 廖君）

新华视点

网红教师月收入过十万

有教师为吸引学生
竟称“2天能记1000个单词”

在线课程为何火爆？

在线教育

新华社发

可重复使用的亚轨道运载器研制成功，
亚轨道太空旅游成为现实。同时，空射运载
火箭将快速发射能力提升到小时级，智能化
低温上面级投入使用，运载火箭将有力支撑
空间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空间站运营维护、
无人月球科考站建设，商业航天建成集地面
体验、商业发射、太空旅游、轨道服务为一体
的系统体系。

重型运载火箭将实现首飞，为载人登月
提供强大支持，并为火星采样返回提供充足
的运载能力。以火箭发动机为动力的两级
完全重复使用运载器研制成功，火箭型谱更
加完善，航天运输系统水平和能力进入世界
航天强国前列。

运载火箭实现完全重复使用，以智能化
和先进动力为特点的未来一代运载火箭实
现首飞，高性能智能化空间运输系统将实现
广泛应用，航天运输系统为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未来一代运载火箭投入应用，组合动力
两级重复使用运载器研制成功，核动力空间
穿梭机出现重大突破，运输工具能够有效支
持大规模的空间资源勘探和开发，小行星采
矿和空间太阳能电站有望成为现实。

进出空间和空间运输的方式将出现颠
覆性变革，组合动力单机入轨重复使用运载
器研制成功，新型动力进入实用性开发，天
梯、地球车站、空间驿站建设有望成为现
实。此外，在先进运输系统的支持下，针对
太阳系内的行星、小行星、彗星等目标的人
机协同探索可以常态化、规模化开展，探索
和利用空间进入高速增长期。

刘长根表示，被问责人员基本涵盖环境保护
工作的相关方面，体现了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的要求。8省区在问责过程中，注重追究
领导责任、管理责任和监督责任，尤其强化了领
导责任。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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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江苏 江西 河南
黑龙江 广西 云南 宁夏

等8省区同步公开了中央环保督察组
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的问责情况

8省区共问责1140人
其中厅级干部130人

8省区130名“厅官”
因环保问题被问责
11月16日上午

到2020年

2025年前后

到2030年前后

2035年左右2035年左右

2040年前后

到2045年

■完成督察反馈
■同步移交了100个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

■要求地方进一步核实情况
严肃问责

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介绍

第一批8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

对8省区开展环境保护督察
于2016年
7月至8月

并于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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