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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首次铁路
箱下海出境专列整装待发。

当日上午10点30分，“陆海新通道”铁海联
运首次铁路箱下海出境专列在重庆团结村车站顺
利发车。该班列23个柜子全部货物使用铁路集
装箱装运，主要货物品类有汽车零配件、电子产品
等，到达钦州港后再出口至越南、泰国、印度尼西
亚等东南亚国家。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
首次铁路箱下海出境专列发车

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甘肃考
察时说：“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作
支撑，这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
需要大批大国工匠。职业教育前景
广阔、大有可为。”

一个“技工”的打开方式

俄罗斯，喀山，世界技能大赛现
场。

当地时间8月27日晚，在俄罗
斯喀山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
上，焊接项目第一名揭晓，代表中国
出征的中国十九冶员工赵脯菠夺得
焊接项目金牌，实现中国在世技赛该
项目上的三连冠。

这个1997年出生在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一个小村庄里的
小伙子，从小性格内向、腼腆。初中
毕业后，带着中考失利的些许失落，
赵脯菠来到攀枝花技师学院学习技
能。他想起曾经在城市建筑工地上
看到的闪烁着刺眼光芒、四处飞溅的
焊花，于是选择了焊接专业。从此，
在闪耀的弧光中，赵脯菠点亮了自己
的技能人生。

从2016年开始，他连续获得全
国和国际性比赛的好成绩，2019年

1月，还获得“全国技术能手”荣誉
称号。

掌握一技之长，意味着在职场可
以有立身之本，更意味着实现梦想有
了更多可能。跟赵脯菠一样怀揣梦
想的，还有分布在全国多所职业院校
里的在校生。

职业院校广大学子心里越来越
踏实：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绘就一
幅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
和施工蓝图；“双高计划”“1+X证
书”制度试点、产教融合型企业等一
批重点项目和试点启动……未来社
会地位更高、就业前景更好、收入将
更多。

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开着大型农药喷雾机，行驶在广
袤无垠的草原上，王延华心情格外舒
畅。但在此之前，草原上鼠害、虫害
频繁发生，生态退化严重，远不是现
在这般模样。

变化的根源，可以回溯到甘肃省
山丹培黎学校。这所最早由伟大的
国际主义战士、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
家路易·艾黎于1943年创办的学校，

奠定了山丹乃至河西地区现代职业
教育、工农业、医疗卫生的基础。

1987年，王延华正是在这所学
校接受的职业教育，成为农学专业的
第一届学生。

“山丹县是传统农业大县。选择
农学是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老百
姓种地提供一些帮助。”王延华说。

在一些人的认识里，农学可能相
对“低端”，但如果把百姓需求、市场
发展和职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低
端”也能顺利升级。

2004年前后，山丹县的大麦种
植出现大面积条纹病。王延华通过
专业所学，多方了解市场供应，想尽
办法解决。几年下来，大麦条纹病就
彻底从山丹消失了。

消灭了条纹病，王延华还发明了
轻型便利包衣拌种器，极大地提高了
种子包衣效果。随后，王延华还以独
特的配方，先后推广了山丹大面积发
生的葵花锈病防治。

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成绩斐
然，相似的故事在制造业领域也在不
断上演。

教育部数据显示，在现代制造
业、新兴产业中，新增从业人员70%
以上来自职业院校，职业院校毕业生

成为支撑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区域产
业迈向中高端的产业生力军。

脱贫攻坚的“金钥匙”

甘肃省庄浪县柳梁乡51岁的农
民苏毛子，是乡亲们口中的勤快人，
他种庄稼肯下力气。但即使“一分钱
掰成两半花”，以前日子依旧紧巴巴。

上面照顾四个老人，底下养着一
个小子两个姑娘，每年苏毛子土里刨
食挣的那点儿钱，给孩子们交学费都
费劲。

贫困户的称号，毫无意外落到了
苏毛子头上。但这还不是最难的，更
让苏毛子揪心的是，自己的儿子苏鹏
兄，性格内向、腼腆，学习成绩一般，
眼看成不了“坐办公室的”了，会不会
也像自己一样，即使不偷懒，到头来
还是个贫困户？

打破苏毛子担忧的，就是职业
教育。

2015年 9月，苏鹏兄来到了天
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进入航天器制
造技术专业学习。在学校的支持下，
苏鹏兄加入了专业学习社团，对理论
学习和实际操作产生了浓厚情趣，尤
其是液压实践等考验动手能力的课

程，他更是如鱼得水。
三年的刻苦努力，在找工作时

有了回报。苏鹏兄经过层层选拔，
进入了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成为一名职业
技术员。

“现在我儿子一个月工资六千
多，顶我过去一年挣的钱了。”年过半
百，苏毛子头一遭在乡亲们面前如此
扬眉吐气。

而那顶“贫困户”的帽子，在苏鹏
兄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之后，就已经被
苏毛子抛出去十万八千里。

很少有一种方式能像职业教育
这样，在助力脱贫攻坚、打破贫困代
际传递上，能收到如此立竿见影的效
果。中职免学费、助学金分别覆盖超
过90%和40%的学生，高职奖学金、
助学金分别覆盖近30%和25%以上
学生；近三年来，850万家庭的子女
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
学生的梦想；无数贫困家庭，通过职
业教育实现“培养一个学生，解决一
个就业，脱贫一户家庭”的目标。

职业教育像一把“金钥匙”，助推
脱贫攻坚顺利实现，带来劳动者家庭
的“逆袭”。

（据新华社天津9月2日电）

让蝴蝶飞过沧海
——职业教育在关怀中演绎精彩故事

中国高度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就述评之二

2019年8月27日拍摄的“中国天眼”。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国办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五个方面推动体育强国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部署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充分发挥体育在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的重要作用。

《纲要》提出，到2020年，建立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相适应的体育发展新机制。到2035年，体
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全民健身更
亲民、更便利、更普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
到45%以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5平方米，
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
数比例超过92%；青少年体育服务体系更加健
全，身体素养极大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
影响力大幅提升，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
产业，体育文化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极大提高，
体育对外和对港澳台交往更活跃、更全面、更协
调。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
国，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体育综合实力和国
际影响力居于世界前列。

威海湾甲午沉舰遗址第一期调查项目在水下
发现的一块属于“定远舰”的铁甲（资料照片）。

9月2日，“威海湾一号甲午沉舰遗址保护区
域划定论证会”在山东威海刘公岛上举行。经专家
论证，历经两个月的水下考古调查，现已基本确认
清代北洋海军旗舰“定远舰”的沉灭位置，并出水一
批沉舰遗物，这是2014年以来北洋甲午沉舰系列
调查与研究工作的又一重大成果。 新华社发

“定远舰”沉舰遗址在威海发现

“中国之度”系列述评

《纲要》还明确了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全民健
身活动普及、青少年体育发展促进、国家体育训练
体系构建、科技助力奥运、体育产业升级、体育文
化建设、体育志愿服务与体育社会组织建设等九
大工程。

《纲要》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体育人才培养和引
进，推进体育领域法治和行业作风建设，加强体育
政策规划制定。各地、各部门和单位要建立目标
任务分解考核和动态调整机制，制定实施方案，确
保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如期完成。

《纲要》针对体育强国建设
提出了五个方面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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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全民
健身智慧化发展等方面，落实全民健身国
家战略，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从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化竞赛体系、推进职
业体育发展等方面，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
力，增强为国争光能力。

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强体育市场监管等
方面，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培育经济转型新
动能。

从推动运动项目文化建设、丰富体育文化
产品等方面，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发展，弘
扬中华体育精神。

从构建体育对外交往新格局、提升中国体
育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加强对外和对港澳
台体育交流，服务大国特色外交和“一国
两制”事业。

制图/张昕

3000米，这是国产大飞机C919
首飞的最大飞行高度；

6000米，国内首架大型双发长航
时无人机成功首飞；

数百公里的太空轨道，神舟飞天、
北斗组网，中国卫星自由徜徉；

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嫦娥四号
首探月背，五星红旗格外鲜亮……

梦想是伟大事业的开端。从温
饱不足到迈向全面小康，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的发展进
程中，无数梦想拔节生长，美好希望
竞相绽放。

从一穷二白到创造传奇
伟大梦想决定伟大创造

1958 年，一列闷罐火车行驶在
中国西部，所经站牌都被草帘子遮得
严严实实。列车的目的地是一望无
际的戈壁，任务是在荒凉沉寂的戈壁
滩里修铁路、建机场，直到后来，人们
才知道，这是新中国的首个导弹、卫
星发射场。

离发射场不远处，东风烈士陵园坐
落于此。760多名航天工作者在这里
长眠，他们牺牲时的平均年龄仅27岁。

1960年，我国第一枚国产地地导
弹“东风一号”腾空而起；1970年，我国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这里起飞，一
曲《东方红》声震寰宇……

从一穷二白到创造传奇，一代又
一代航天人献完青春献子孙，在茫茫
戈壁上放飞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
飞天梦想。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以身许国、
九死不悔的壮阔人生。

人民不会忘记，他们深沉厚重、
薪火相传的家国情怀。

1949到 2019，每一次飞行都描
绘着壮丽的中国航迹，每一步跨越都
标注着崭新的中国高度。

70年前：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
待兴，开国大典上，受阅的飞机因为数
量不够，不得不飞完一圈绕回来再飞
一圈。

70年后：国产大飞机运20、C919、

AG600蓝天聚首，嫦娥四号实现人类
探测器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长征系
列运载火箭飞行次数突破300……

“中国航天起步时，首先是考虑
解决有无问题。”“两弹一星”功勋科
学家孙家栋院士，是这一切的亲历
者。他说是中国航天精神铸造了中
国第一星，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成就
了巨变。

从“东方红”跃然于世到“墨子号”
飞向太空，从“两弹一星”横空出世到
从北斗系统服务全球、“嫦娥四号”传
回世界上第一张月背影像图……一部
新中国的航空航天发展史，就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自强不息的奋斗史。

从仰望星空到走在前列
梦想让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

梦想，从历史长河中走来，闪耀着
伟大复兴的曙光。

45年准备、论证，15年探月圆梦。
1957年，年轻的欧阳自远被苏联

发射上天的第一颗卫星震惊了。搞矿
产勘探的他在想：如果能用卫星找矿，
效率该有多高！

1958 年，美苏相继公布探月计
划。欧阳自远急了，既然没人搞，那就
我来干！

从年轻的科研人员到白发老院

士，作为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
科学家的欧阳自远一干就是45年，他
和同事们最终完成了《中国首次月球
探测立项报告》。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
项；2019年，嫦娥四号成为首个实现
月球背面软着陆的人类探测器……

“生命就这么长，要把最宝贵的时
光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梦想让
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欧阳自远说。

50年前，人类登月成功；50年后，
月球上的中国探测器、中国月球车仍
在继续书写新的传奇。

2019年8月25日，月亮上的“嫦
娥”“玉兔”又醒了！嫦娥四号着陆器

和“玉兔二号”巡视器再次通过月夜低
温考验，分别自主唤醒，进入第九月
昼，继续开展科学探测任务。

还是在酒泉，2019年夏秋之交的
一个月之间，连续三发火箭腾空而
起。“捷龙、快舟”接过前辈手中的火
炬，“星际荣耀”开辟中国民营火箭新
天地……中国速度让中国高度未来更
可期。

“科技梦”助推“中国梦”
对未知的探索永不停歇

2017年5月，C919成功首飞，实
现了国产大型客机“零的突破”，让中
国不再是“没有翅膀的雄鹰”。

没有谁比中国人民更懂，什么是
众志成城。

从1970年我国自主研制的“运
十”飞机立项，到2017年C919成功
首飞，中国人的“大飞机梦”穿越了近
半个世纪。

C919首飞现场，年近九旬的“运
十”飞机副总设计师程不时用自己珍
藏多年的小提琴，深情演奏了一曲《我
爱你中国》，打动了在场每一个人。

祖国，就是一代代奋斗者的不竭
动力，就是一代代报国者的无声誓言！

经过近三年的紧张调试，“中国天
眼”渐入佳境。截至目前，被誉为“中
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
镜已发现132颗优质的脉冲星候选
体，其中有93颗已被确认为新发现的
脉冲星。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
达。

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从困境中奋
起，有一种特殊的基因，这种基因就是
伟大的中国式创新。一个个创新成果
的涌现，编织起人民走向美好的希望
版图，托举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

月球返回、探索火星、空间驻留
……仰望璀璨星空，我们追梦不止。
中国将奏响探索宇宙的新乐章，崛起
中华民族精神的新高度！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1949年9月30日，刚刚闭幕的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
东主席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占人类总数
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
举行。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正、
副主席及委员宣布就职。

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
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
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
的雄壮旋律中，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
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
民艰苦奋斗的28年历程。

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
民政府公告。接着举行阅兵式。人民
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以连为单
位列成方阵，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由东
向西行进，分列通过天安门前。刚刚组
建的人民空军的14架战斗机、轰炸机
和教练机，在天安门广场凌空掠过。

阅兵式持续近3个小时，结束时天
色已晚，长安街上华灯齐放，工人、农民、
学生、市民的游行队伍高举红旗，纵情
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

当天，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中城
市都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10月1
日这一天，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庆日。

新中国的成立，是五四运动以来
我国发生的重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
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
程碑，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
新纪元。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新中国诞生

七十年峥嵘岁月，七十年铸就辉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从今天起，新华社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联合推
出专栏《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新中国峥嵘岁月》，以图文等
报道形式，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走过的70年非凡历
程，重温一个个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重要时刻，呈现中华民族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昭示中华民族阔步迈向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今天推出第一篇《新中国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