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部门联合检查组
进驻七家网约车平台公司
开展安全专项检查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制图/陈海冰

由交通运输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多部门
组成的网约车、顺风车安全专项工作检查组

将陆续
进驻

首汽约车 神州专车 曹操专车
易到用车 美团出行 嘀嗒出行
高德等网约车和顺风车平台公司

开展安全专项检查

针对近期顺风车安全事故频发的情况，交通
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决定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
的公共安全、运营安全和网络安全等专项检查

9月5日至9日，联合检查组进驻滴滴公司，
已基本完成了现场检查、数据对接、问询谈话等
阶段性检查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总结分析

新华调查 割双眼皮、隆鼻、削下巴……在暑假，不少孩子都进行了外貌上的“改造”。记者调查发
现，一些孩子痴迷追求外貌的完美，不少家长盲目跟风带孩子“动刀”，整容日益低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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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
强。

在金风送爽、秋色宜人的9月，我
们迎来了第 34 个教师节。在这个属
于教师的节日里，党中央召开全国教
育大会，体现了我们党念兹在兹的教
育情怀，彰显着一个文明古国尊师重
教、崇智尚学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全局的高度，深刻总结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
就，深入分析了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形
势新任务，科学回答了关系我国教育
现代化的几个重大问题，对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教育工作作出了重大部
署，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
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内涵丰富，
是指导新形势下做好教育工作的纲领
性文献，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行
动指南。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
持立德树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
推进教育改革，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教
育事业中国特色更加鲜明，教育现代
化加速推进，教育方面人民群众获得
感明显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加快提升，13亿多中国人民的思想道
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

这 5 年多来，我国教育事业之所
以取得显著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科学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就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一系

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概括起来就
是“九个坚持”：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
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
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
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
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
作。这“九个坚持”是我们党对我国教
育事业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来之不易，必须始终坚持并
不断丰富发展。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把握
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进入新
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
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
来。只有抓住机遇、超前布局，以更高

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
深邃的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教育现
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总体部署和
战略设计，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
要先手棋，才能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
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
地位相匹配。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系统
回答和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我国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
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
才。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必须
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建设
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改革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必
须更加注重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以改革激活力、增动力。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
好教育的根本保证，必须牢牢掌握党
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权，坚持党对教育
事业的全面领导。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
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
政工程。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
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
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
切。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
展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不断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提供有力支撑。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据新华社长沙9月11日电（记者刘良恒）寻
淮洲，1912年生，湖南浏阳人。1928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9年春随红4军转战赣南、闽西。
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排长、连长，红1军团
第12军34师营长、团长。

1930年11月，寻淮洲率红34师第100团参
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因为
指挥果断、作战有功，被任命为红12军第35师
师长。随后，他率部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
二、三次反“围剿”作战，屡建战功。1932年，寻
淮洲任红21军军长。1933年，寻淮洲被任命为
红7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
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寻淮洲率部进入闽浙赣苏区，与方
志敏领导的红10军合编为红10军团，任第19师
师长，奉令先行出击浙皖边，继续率部英勇作战，
连连取胜。12月14日，在安徽太平县谭家桥战
斗中，他指挥部队同数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不幸
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2岁。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寻淮洲：红军中年轻有为
的青年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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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无人机拍摄的
“中国天眼”全景。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经过两年的紧张
调试工作，现已经实现了跟
踪、漂移扫描、运动中扫描等
多种观测模式。截至目前，
“中国天眼”已发现59颗优
质的脉冲星候选体，其中有
44颗已被确认为新发现的
脉冲星。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中国天眼”：
两年发现

44颗新脉冲星

小小年纪就割双眼皮、隆鼻、削下巴，整容“低龄化”令人忧

谁带偏了孩子们的审美观？

整容之前先正心
理性对待拒绝盲目

近年来，我国整容产业发展迅
速。学生群体对整容的需求日益
旺盛，从追求单一器官的美化到追
求多方面的改善。

吉林一位带孩子整容的家长
直言，“上学期间比较清闲，有很多
时间可以用来恢复，为毕业找工作
和将来找对象做好准备。”

尹洪影说，如果孩子过度在意
外貌，是一种心理上不健康的表
现，需要通过“去中心化”的治疗方
式来进行疏导，帮助他们认识到自
己不是人群中的焦点，减少紧张和
焦虑的情绪。

“如果出现整容成瘾的现象，
则是心理疾病中的一种强迫行为，
需要及时进行治疗。例如，如果孩
子总认为自己胖，反复去抽脂，这
样的强迫行为是和厌食症相关的，
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心理疾病。”尹
洪影说。

“外貌不是决定性的，真正让
人幸福的，还是内心的修养。一个
人的格局、涵养、品格等，是决定其
是否生活幸福的长久关键变量。”
李云歌认为，家长应该端正态度，
同时加强对孩子的引导和教育，树
立正确的审美观。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叶飞轮
说，但也要理性对待。家长和孩子
考虑整容之前要先正心，不要被社
会上“整容要趁早”的错误观念所
俘获。

（新华社成都9月11日电 记者
董小红 赵丹丹）

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年来，整容逐
渐呈现“低龄化”的趋势，这折射出日
益蔓延的社会审美焦虑。

——盲目跟风整容。成都市第三
人民医院医学美容科主任叶飞轮说，
整容项目最好在18岁之后做，年纪太
小孩子发育尚未完成，除了一些由于
先天畸形确实需要修复的，不建议过
早做相关整容项目。

“一些孩子和家长缺乏正确的审
美观，存在盲目跟风的现象。”叶飞轮
说，在门诊中，有的孩子向他咨询整
容，他根据实际情况建议其不要过早
进行手术，但是孩子却很执着，有的居
然去一些小作坊整容，造成严重的身

体损伤。
“别人的孩子都做了，我家孩子也

不能落后，不然以后会吃亏的。”成都
一位家长坦言。

——过度自我关注。长春市心理
医院催眠研究室主任医师尹洪影认
为，从心理层面来讲，整容“低龄化”是
年轻人过度自我关注的一个表现。

“在很多年轻人眼中，自己身上、脸
上有个小小的瑕疵，就会认为大家都能
看到、觉得大家都很在意。”尹洪影说。

——价值观单一。“我从小就发
现，如果长得好看，你就会得到更多的
优待。长大以后发现，如果长得好看，
就会有更多的选择。如果长得不那么

好看，就需要后天去修补。”吉林一名
大四学生小于说。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咨询师
李云歌认为，当前娱乐圈整容的明星
不少，一些直播平台的主播通过整容
获得了巨大的关注度，成为被年轻人
追逐的“流量”。这种“靠脸吃饭”的单
一价值体系容易让部分年轻人迷失，
以为“照搬”整容就能获得收益。

在一些人眼里，出众的外貌是就
业、升学、找对象的“敲门砖”，提早做
好容貌上的“改造”，以便将来能在竞
争中胜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
教授吕方说：“这暴露出一些人的焦虑
心态，折射出价值观的单一。”

班里“流行”割双眼皮
家长:“为将来做好准备”

“我们班一共32个人，以前是单
眼皮的女生几乎全都割了双眼皮，有
几个男生也去割了，现在班里单眼皮
只剩下七八个人。”成都高二学生小曾
说，今年暑假，她也终于去割了双眼
皮，“完成了一个心愿”。

“有的同学已经是双眼皮了，但是
觉得左右不太对称或者不太明显，也
重新做了。”吉林艺术学院一名大二学
生告诉记者，艺术类院校女生比较多，
而且颜值都很高，大家都很关注自己
的外表，“别人割了我也要割”。

记者了解到，今年暑假期间，不仅
割双眼皮手术火爆，隆鼻、削下巴等整
容手术也受到学生群体的青睐，有的
是孩子要求进行整容，有的是家长主
动带孩子去整容。

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记者看
到，不少学生是由家长带着来做整容手
术的。在该医院医学美容科门诊室外
的走廊里，一些家长和孩子在讨论具体
的整容项目。据介绍，整个暑假期间，
该科室整容手术比平时增加了40%。

“我孩子上半年期末考试成绩好，
我打算让她把鼻子垫高一点，更好
看。”一位正在门诊室外等待的家长
说，她孩子虽然只有16岁，但是，“美
丽是一种早期投资，要趁早。”

“在我们班，割双眼皮是一种流行
了。”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大四学生
小含告诉记者，她身边微整的同学挺
多的，班里十几个女生有一半做过“微
调”。“家庭条件好的，投入几万元，到
韩国去整容；有的人把生活费省下来，
专门等假期去做。”

整容逐渐“低龄化”，孩子的审美观被带偏了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刘济美、黎云）
记者日前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了解到，中央军委训
练管理部下发《关于恢复播放作息号的通知》，要求全
军各级机关、部队、院校和科研机构从2018年10月1
日起全面恢复播放作息号，下达日常作息指令。

据介绍，新的军队作息号种包括起床号、出操
号、收操号、开饭号、上课号、下课号、午睡号、午起
号、晚点名号、熄灯号、休息号等11个标准号谱。

通知要求所有军队营区应当播放作息号；驻
同一营区的不同单位，由营区管理单位统一播放
作息号，也可以根据需要分别实施；驻港澳部队、
驻海外保障基地部队和其他海（境）外任务部（分）
队，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使用作息号；因特殊原因
不能播放作息号的，由旅（团）级以上单位确定。

我军10月1日起
全面恢复播放作息号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樊曦）记者
11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总
公司安全优质推进铁路建设，全国铁路1至8月
完成投资4612亿元，新线开通960公里。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铁路
总公司以在建和年内投产项目为重点，有序推进铁
路建设。一是加大项目前期工作力度，目前今年计
划新开工项目已批复23个，投资规模4033亿元；二
是加快推进在建重点项目，全国铁路开通新线960
公里，其中高铁911公里，渝贵、江湛、昆楚大等重点
工程项目顺利开通运营；三是积极推进铁水联运和
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1至8月份，全国铁路完成投
资4612亿元，为年度计划的63%，完成进度同比提
高6.2个百分点，其中国家铁路完成4385亿元，为
完成全年投资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国铁路前8月
开通新线960公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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