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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我和老师有个约定”
——“好老师”为学生成长描绘美好图景

在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
教师刘芳为学生建立的“成长档案袋”
中有这样一个成长故事：

某天，刘芳收到来自同事的求助，
班上有个女生意欲轻生。这个学生来
自重组家庭，她觉得自己不受家人重
视。刘芳立马赶到，伸手去拉女孩的
时候，摸到了她手腕上厚厚的纱布。
刘芳用一块纱布蒙上女孩的眼睛，让
她体验了一天失去光明的生活。

“我天天都是这样生活的，我都能
好好活着，你有眼睛，又漂亮又可爱，

完全可以比我活得更精彩，为什么要
放弃自己呢？”一席话打消了女孩轻生
的念头，“我们约定，好好学习、好好生
活，为自己的人生而努力。”刘芳说。

命运弄人，2007年，刚当老师四
年的刘芳因眼疾彻底失明了，那年她
才26岁。从光明跌落黑暗，刘芳一度
备受打击。但在师者“本能”和责任面
前，她不仅没有放弃，反而更加顽强。
2008年，她离开班主任岗位，开创性

地在学校打造了心理咨询室，并建立
了“成长档案袋”，这就像一个“树洞”，
不断塞进的各种纸条上写着孩子们不
愿告诉别人的“秘密”，包括早恋、自
杀、家庭暴力、父母离异、亲人去世等。

“需要有人去为孩子们打开‘心灵
的窗户’，眼睛看不到了，但我可以静
下心去聆听别人的心声。”刘芳说。

“把说教变成交心，才能成为孩子
们的良师益友。”经历了人生变故，刘

芳有自己的体会和感悟，也不忘以此
更好地给学生进行挫折教育，输出坚
强，传递力量。

刘芳的手机里，还有不少人向她
发来的感谢和求助信息，借助手机语
音播报功能，刘芳总是一条一条认真
地听。而这些文字，也书写着一位盲
人教师坚强而温暖的内心。

2016年，刘芳荣获中宣部授予的
“时代楷模”称号。“荣誉是鞭策。离开

讲台，平台更大，我依然要尽我所能，
去做一个好老师。”刘芳说。

在记者采访中，关于“好教师”的
故事讲也讲不完。目前，我国拥有各
级专任教师超过1600万人，正是他们
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捧
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
神，为学生打开知识之门，滋养心灵之
花。而一代代莘莘学子也与他们立下
约定：感恩生活，发奋自强，做一个对
社会、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

（新华社上海9月18日电）

心中有光，为学生映照人生之路

“要开学了，老师放假前布置给你
的书看完了没？看爷爷奶奶天天种田
这么辛苦，你要更懂事一些。”

开学前，在福建闽北山区政和县
石屯镇新口村黄垱自然村，前来家访
的庄桂淦校长一字一句、认真地叮嘱
三年级学生小吴。

庄桂淦是政和县西津畲族小学校
长。每到开学前，仔仔细细地把方圆
十几里的每一个村子都走一遍。“一方

面是家访，另一方面也是怕遗漏任何
一个适龄孩子，得让他们都进入学校
学习才行。”庄桂淦说。

西津畲族小学所处的石屯镇外出
务工人口多，留在当地的多是老人、妇
女和儿童。这所寄宿制乡村小学共有
163名学生，多数是留守儿童，有的来
自贫困户，有的来自单亲或失去双亲

的家庭，还有的是残障儿童……
小吴的父母都是残疾人，一家人

的生计靠爷爷奶奶务农的微薄收入维
持。刚进学校时，他内心抵触，动不动
就和同学打架。

面对这些“问题孩子”，庄桂淦并
不是一味向学生发火“示威”，他用极
大的爱和耐心，从传授知识到培养学

习习惯，再到照顾衣食起居，一点一滴
地让这些孩子感受到爱，体会到温暖。

小吴就这样脸上有了越来越多的笑
容，对学校也有了越来越强的归属感。

见到家访的庄校长，小吴没说几
句话就拉着庄桂淦的手，喃喃了一句：

“庄校长，我想学校了。”在小吴心里，
上学，是他和老师的快乐之约。

其实，2017年，在政和县从教43
年的庄桂淦就已经光荣退休。但村民
们都不想让他“卸任”：“庄老师走了，
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庄桂淦同样放不下孩子们。“对于山
区的留守儿童来说，受教育的机会原本
就没有城里的孩子多。我忙一些累一
些，能够让更多孩子上得了学，就是我最
大的幸福，一辈子做这件‘苦’差事我也
愿意，再苦也觉得甜。”庄桂淦说。

永不放弃，一辈子做这件“苦”差事也愿意

“怎么教这样的孩子？教他们什
么？”上海市闵行区启音学校的老师颜
燕萍和同事们在教学中不断探索解答
这个问题。

这所对听障儿童实施九年义务教育
的特殊教育学校目前有18个教学班，
学生近70名，在编在岗教职工66人。

不同于其他学校和班级，这里的
每个班不超过10个孩子，老师上课时
必须“手舞足蹈”“表情夸张”。今年是
颜燕萍从教第20年，她是语文老师，
每讲一篇课文，除了要播课件、写板

书，还要打手语，而学生回答问题却不
能只是“手舞足蹈”。

“ 是 什 么 ？ 我 们 一 起 说 出
来。”——鼓励孩子们张口，这也是学
校一贯坚持的“强化口语”办学特色，
帮助学生走出“无声”世界。

颜燕萍告诉记者，这里大部分孩
子都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有的甚至
入学时就已经15岁了。要让孩子课
上“开口”，就需要更多的课外“磨合”，

打开他们的心扉，让他们自信、自强。
一个七八岁入学的小女孩，初到学

校时，眼神都是躲闪的。九年时间里，
颜燕萍和同事们不断发掘小女孩的闪
光点，一步步让她从开始时的不跟外人
接触，变成了舞蹈、主持等文艺活动的

“活跃分子”。通过努力，她考上了南京
市聋人学校。初中毕业典礼上，她跑到
颜燕萍跟前说：颜老师，我和您约定，等
我考上大学，第一时间就告诉您！

这样的约定，让特教老师的所有
付出都化作了幸福的源泉。

“同事之间经常说，我们大概不会
有‘桃李满天下’的繁盛，可能教一辈
子也就是这么几十、上百个孩子。但
只要看到孩子们脸上有笑，看到他们
有自己的点滴进步，我们的幸福感就
是满满的。”

说这话的时候，颜燕萍笑盈盈的。
2018学年开始，启音学校正式为

多重障碍学生开设单独的班级，颜燕
萍成为第一位带班的班主任。她把
刚进课堂满地打滚的孩子扶上椅子，
教他们穿衣、系鞋带、吃饭、游戏，寻
找适合他们的教材、教具，让他们能
够集中注意力的时间从5分钟逐渐
提高到35分钟……

“对待这些特殊孩子，特教老师更
要有‘再难也要迈过去’的责任信念。”
用爱“调色”，让生理有缺失的学生也
能感受到人生的美好色彩——做这样
的园丁，颜燕萍和同伴们乐此不疲。

师者，人之模范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有”好老师的标准，为老师们明确了努力的目标：“全国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记者近日走访上海、福建、贵州等地校园看到，从都市到山村，从听障孩子到留守儿童，无论面对怎样艰苦的教学条件、多么复杂的学生群
体，无论是授业解惑还是启迪心灵，“好老师”都如同手执画笔，为学生成长倾心描绘美好图景，为师德师风做出最生动、最深刻的诠释。

用爱“调色”，让“特殊花朵”灿烂绽放

国资委：

混改稳步推进
三分之二央企引进社会资本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张千千）国务
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18日表示，目前三分之二
的中央企业引进了各类社会资本，半数以上国有
资本集中在公众化的上市公司，混改成为了国企
改革重要突破口。

翁杰明在国务院国资委召开的媒体通气会上
表示，混改企业积极推进市场化选人用人、完善激
励约束机制，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2013年至
2018年实施混改的央企子企业中，混改后实现利
润增长的企业超过七成。

翁杰明介绍，重要领域混改试点正在稳步推
进。10家中央企业和171家省属一级企业开展
了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发挥
了激活机制、留住人才的作用。

更多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也正在加快
建立。数据显示，45家中央企业控股的91户上
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实施股权激励一年以上
的企业营业收入平均年均增长率达到16.7%。24
家中央企业所属科技型子企业的104个激励方案
经集团公司审批后正在实施，激励对象人均收入
增幅达到14.9%。

央行开展300亿元
逆回购操作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张千千、吴雨）
中国人民银行18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300
亿元逆回购操作。当日有300亿元逆回购到期，
投放与到期持平。

央行发布公告称，为对冲税期高峰等因素的
影响，当日开展300亿元逆回购操作，期限为7
天，中标利率为2.55%。

当日银行间市场除3个月期限的利率下行、9
个月期限利率持平，其他期限利率均有所上行。
18日发布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显
示，隔夜和7天利率分别为2.633%、2.654%，较上
一个交易日上行6.8个和1.6个基点；14天利率为
2.668%，较上一个交易日上行0.9个基点；一年期
利率为3.044%，较上一个交易日上行0.1个基点。

据新华社上海9月18日电（记
者张建松）第21届中国国际工业博
览会正在上海举行。在中国科学院
展区，一排被放置在玻璃罩里的珍
贵展品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观看。
原来，它们就是让嫦娥四号“明眸善
睐”、精准探月的“太空神器”。

在举世瞩目的嫦娥四号探月工
程中，由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
研究所研制的“月背软着陆激光导
航避障敏感器”，是荣获本届工博会
大奖的优秀展品。

今年5月16日，在嫦娥四号成
功降落到月球背面4个多月后，我国
科学家通过分析嫦娥四号发回来的
探测数据，首次证明了月背南极-艾
特肯盆地存在以“橄榄石”和“低钙辉
石”为主的深部物质。这一科学发现
的“功臣”——先进的红外成像光谱
仪，也在工博会上首次与公众见面。

“太空神器”
亮相中国工博会 智能生活：航天“硬核”技术知多少？

飞扬红领巾 献礼新时代

我国首片自主研发的
8.5代TFT-LCD
玻璃基板下线

据新华社合肥9月18日电（记
者王秉阳、陈尚营）记者从中建材蚌
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获悉，我国
首片自主研发的8.5代TFT-LCD
玻璃基板于18日在安徽蚌埠下线，
随后有望实现产品批量生产。

据了解，TFT-LCD玻璃基板
是电子信息显示产业的关键战略材
料，8.5代TFT-LCD玻璃基板的尺
寸为2.2m×2.5m，一般可以切割6
块55英寸屏，其核心技术长期被少
数几家国外企业垄断。

我国近年来光电显示产业发展
迅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显示
产业基地。京东方等液晶面板生产
商已在国内建设多条8.5代TFT-
LCD面板生产线，国内对8.5代以
上玻璃基板的年需求量为3.8亿平
方米。此前，我国大尺寸液晶电视
所需的8.5代TFT-LCD玻璃基板
完全依赖国外公司的技术和产品。

科技前沿

借鉴月球车技术的智能巡检机
器人、能自主进行消防巡检并预警的
灭火机器人、安装了微型太阳电池的
智能太阳镜……正在上海举行的第
21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共有50多件展品登台亮相。智能生
活的背后，航天“硬核”技术真不少。

个头小本领大的“智巡者”

利用航天技术优势，上海航天
技术研究院805所 2018年启动了
电力系统用智能巡检机器人项目，
此次展示的就是第一代机器人样机

“智巡者”，目前已完成自动巡视多
轮测试，其能力与可靠性得到充分
验证，即将入驻电站开展示范应用
和入网取证。

考 虑
到变电站
的地形可
能很复杂，
航天人员
借鉴在月球上表现优异的“玉
兔”月球车底盘结构——“六
轮主副摇臂式结构”技术，为

“智巡者”设计了功能强大的
底盘；采用激光定位与自主导航技
术，模拟人的方向感，让“智巡者”实
现自主移动；利用智能图像检测、智
能红外测温等技术，模拟人的视觉和
触觉，让“智巡者”实现自主避障。

“智巡者”还可以自我识别“饥
饿状态”并主动“补充能量”。当检
测到电量低，自动无线充电功能可
以使“智巡者”到达指定的充电地
点，自动充电。

灵巧的多面手“消防员”

在危险丛生的消防领域，智能
机器人也可以大显身手。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控制所依托

在光电探测、惯性导航和人工智能技术
领域的优势，成功开发了智能自主消防
巡检机器人，集自主导航巡检、火灾前
期预警和初期火灾扑灭三项功能于一
身，堪称一位聪明能干的“多面手”。

运用多线激光雷达及双目视觉
融合技术的导航系统，可准确定位，
迅速响应，实现高精度智能自主导
航。消防巡检机器人根据存储的位

置地图信息和人为设置的巡检点，即
可自主规划巡检路径。同时还能进
行人工算法的自我学习，在视觉系统
的引导下进行有效避障。

太阳镜不仅时尚还智能

太阳镜是许多人夏天生活必备
品。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811所太
阳能工程中心展示的一款太阳镜，不
仅时尚，还很智能。

太阳镜为什么这么“聪明”？原
来，是采用了811所自主研发的高效
微型砷化镓太阳电池技术。高效轻
薄、密封防水的高效砷化镓太阳能电
池，与智能太阳镜上芯片合成在一
起，通过光能转化为电能，即可迅速
驱动液晶镜片实现智能感光变色。

（据新华社上海9月18日电）

外交部：

敦促美方尊重别国自主决定
内外事务的主权权利

据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郑明达）针
对美国涉所罗门群岛有关言论，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18日表示，敦促美方尊重别国自主决定内外事
务的主权权利，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
17日，美国务院发言人称，所罗门群岛决定结束
与台“外交关系”，中方持续压缩台国际空间及改
变两岸现状，美对此感到失望。所罗门群岛决定
同中国建交后，美副总统彭斯拒绝会见所领导人
讨论发展合作问题。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国
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中国
已同全世界178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他说，中方对所罗门群岛政府作出承认一
个中国原则、同台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并
同中国建交的决定表示高度赞赏。中方支持所
罗门群岛作为主权独立国家自主作出的这一重
要决定。

“美方早在1979年就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有什么资格对另一个主
权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作出同中国建交的
决定说三道四？这是不是在干涉所罗门群岛的内
政？国际社会对此看得很清楚。”耿爽说。

耿爽说：“美方如果真的关心太平洋岛国，
应该多做有利于帮助岛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的实事，而不是动辄挥舞制裁大棒、粗暴干涉岛
国内政。”

九
月
十
八
日
，上
海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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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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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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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在
演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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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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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机
器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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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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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青岛超银小学学生在启动仪式结
束后与少先队队旗合影。

当日，青岛市少工委在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
心举行“飞扬红领巾 献礼新时代”庆祝少先队建
队七十周年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活动将通过在全
市少先队员中开展征文、演讲、朗诵等，激发少先
队员们的自豪感与爱国情，展现少先队员们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