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日，游客在贵州丹寨县万达小镇景区观看舞蹈表演。

10月2日，市民在湖南永州市道
县一游乐场坐碰碰船。

10月1日，在江苏宝应县生态体育公园，市民舞起彩龙，欢度国庆。
（本栏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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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美
好生活的向往里，人民期盼有更好的
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育事业放在优
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从强调“有学上”到追
求“上好学”，从鼓励“人人努力成才”
到展望“人人尽展其才”，我国九年义
务教育全面巩固，高等教育进入普及
化阶段，职业教育为更多人提供学习
进步的平台。

学有所教、学有优教，教育正改
变无数人的命运，帮助实现无数人的
梦想。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改革，推
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均衡发展，维
护教育公平。”——习近平

【故事】
这个暑期，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沙

洲芙蓉学校（文明瑶族乡中心小学）六
年级学生朱子优有了新的娱乐项目
——在学校刚搭建好的充气式泳池内，
和小伙伴们畅游嬉戏，尽享夏日清凉。

去年9月，沙洲芙蓉学校正式启
用。学校总建筑面积超 1.3 万平方
米，设有24个教学班，学位上千个，可
为沙洲、韩田、秀水、五一、新东等周边
村的小学生提供正规教育。

朱子优正是从附近小学转到新校
园的学生之一。“这么大的操场，这么
美的环境，学习起来也很有动力。”她
兴奋地说。

在沙洲芙蓉学校的教室里，无尘磁
性黑板、交互式教学一体机、饮水机、护
眼灯等设备一应俱全。每间学生宿舍
均配备卫生间、淋浴间和盥洗室。

“现在农村孩子的上学条件不比
城里孩子差。”从教20多年的沙洲芙
蓉学校校长钟华平感慨地说。

2017年开始，湖南省重点面向农
村贫困地区建设了101所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并统一命名为“芙蓉学校”。

为了保障教学质量，湖南省通过
公费定向师范生培养、“国培计划”等
项目的倾斜支持，给学校配备优质教
师队伍。每所芙蓉学校还配了一所优
质学校作为结对帮扶单位。

目前，这些芙蓉学校已全部投入
使用，新增学位14.6万个，正为农村
地区的孩子平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发
挥重要作用。

【数说十年变化】
十年来，我国更好保障了人民受

教育机会，有效缓解了群众十分关心
的教育问题。在实现全面普及的基
础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4%，比十年前提高3.6%。学前教
育、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
入国家平均水平。全国2895个县全

部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99.8%的中
小学校办学条件达到“20条底线”要
求，学校面貌有了根本改观，形成城乡
义务教育均衡和一体化发展新局面。

让更多农村地区学生
圆大学梦

“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健全学生
资助制度，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
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
教育。”——习近平

【故事】
从贵州的大山走出，双胞胎兄弟

何忠豪、何忠杰期待到广东看看大海。
他们来自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贵定县云雾镇铁厂村。今年9
月，兄弟俩离开家乡，来到广州中山大
学报到。

山里娃的求学路像山路一样崎
岖。初中一年级时，忠豪、忠杰的父母
决定外出打工供兄弟俩读书。小小少
年，从此学习生活只能互相扶持照顾。

共同干活、共同做题、共同打篮
球、共用一台手机……六年苦学终得
回报。兄弟俩分别以理科608分、理
科596分的高考成绩被中山大学录
取，成为当地美谈。

忠豪、忠杰得以圆梦，除了勤学
苦读，还有政策支持，得益于国家专
项计划。

许多中西部农村学生曾面临这样的
困境——无论如何努力，上大学、特别
是上好大学的机会总是“先天不足”。

2012年，我国开始实施重点高校
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
中山大学正是专项招生规模最大的

“双一流”高校之一。
在专项计划护航下，越来越多像

何忠豪、何忠杰兄弟一样的农村学生
拥有了上大学、上好大学的机会。

【数说十年变化】
十年来，我国高等学校在学总规

模增加1100余万人，毛入学率提高
27.8%，高等教育实现从大众化到普
及化。通过改进高考招生计划分配
方式，区域城乡入学机会更加公平：
持续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
计划；持续实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
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招生名额从
2012年的1万人增至2022年的13.1
万人，累计录取学生95万余人，形成
了保障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
高校的长效机制。

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
彩的机会

“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
业的办学方向，努力建设中国特色
职业教育体系。要加大对农村地
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
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
彩的机会。”——习近平

【故事】
成为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实训

教师的这些年，何琳锋见证了职业教
育的无数高光时刻。

14年前，在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就读的何琳锋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上获奖。2011年，本科毕业后他
回到母校，成为一名实训教师。

何琳锋还记得，刚当老师时，学校
里的实训设备不仅数量少，而且更新
换代滞后，严重影响教学效果。

“现在可不一样啦！”何琳锋骄傲
地说，学校为每个专业配备符合就业
需求的先进实训设备，学生们完全可
以“毕业即上手”。

更令何琳锋欣慰的，是人的变化。
他提起自己的得意门生张博——

不久前，二人携手葡萄牙队友组成联合
赛队，获得了首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智能产线安装与调试赛项银牌。

靠着“世界水平”的技术，张博迅
速被天津一家制造业企业录用。

“只有让学生所学真正符合产业所
需，才能让学生好就业、就好业。”天津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王维园介绍，该
校2022届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超九成。

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
示范区，2012年以来，天津市中职和
高职院校毕业人数达95万人，同时为
中西部地区19省份培训万余名师资。

【数说十年变化】
十年来，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21年
高职（专科）招生552.6万人，是十年前
的1.8倍；与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数
量年均增长8.6％；中高职学校（不含
技工学校）累计培养毕业生7900多万
人，为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现代服务业供给了70%以上的新增从
业人员。如今，全国基本实现了每个
县至少有一所中职、每个地市至少有
一所高职，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记者
徐壮 谭畅 白佳丽）

前8个月国有企业营业
总收入同比增长9.5%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记者申铖）财政
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523519.1亿元，同比增
长9.5%，国有经济运行延续恢复态势。

其中，中央企业营业总收入294336.1亿元，
同比增长 10.5%；地方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229183.0亿元，同比增长8.2%。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30110.8亿元，同比下降1.5%。国有企业应交税
费40082.7亿元，同比增长13.8%。

据新华社成都10月2日电（记者陈地）在成
都举行的2022年第56届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
体锦标赛（决赛），2日继续进行小组赛的争夺。
在男子小组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美国队。在
女子小组赛中，中国队以3：0轻取波多黎各队。
中国男女队双双取得两连胜。

3日，中国女队将迎战美国队，中国男队对阵
斯洛文尼亚队。

成都世乒赛

中国男女队同获两连胜

10月2日，中国队选手马龙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雅加达10月2日电 印度尼西亚警
方2日说，印尼东爪哇省1日晚发生严重球迷冲
突，至少127人死亡。

东爪哇省警察局长尼科在2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在1日晚于玛琅市举行的足球赛上，一
方球队支持者不接受失败，大量人员翻越栏杆进
入球场，发生冲突和踩踏，至少125名球迷和2名
警察死亡，另有180人受伤。

尼科说，冲突中有34人当场死亡，还有一些
人在医院或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初步调查结果
显示，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因踩踏死亡。

印度尼西亚青年与体育部长扎因丁2日表示，
政府将对这起球迷冲突事件展开调查，重新评估球
赛主办方的组织能力和印尼足球赛安保问题。

印尼发生严重球迷冲突
至少127人死亡

10月1日，在印尼东爪哇省玛琅市事发
体育场内，人们转移受伤人员。 新华社发

“北溪-2”天然气管道
停止漏气

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北溪-2”管道
运营商1日说，这一管道已经停止漏气。

“北溪-2”项目运营商发言人乌尔里奇·利谢
克告诉法新社记者：“水压已经或多或少封住了管
道，管道内天然气因此无法排出。我们推断管道
内仍有（残余）天然气。”

利谢克没有说明管道内残余天然气数量。
丹麦能源署1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北溪-2”

运营商告知能源署，管道中压力稳定下来，“表明
管道内天然气已经停止泄漏”。

据法新社报道，眼下尚无“北溪-1”管道泄漏
状况的确切信息，这一管道的泄漏量远超“北溪-
2”。不过，有数据表明，“北溪-1”管道漏气量9
月30日开始减少。 林淑婷（新华社微特稿）

飓风“伊恩”
已致美国数十人遇难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日电（记者孙丁）据
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飓风“伊恩”在美国造成
的遇难者人数已升至数十人，遇难者主要来自东
南部佛罗里达州。

据美国天气频道报道，佛罗里达州已确认47
人遇难，北卡罗来纳州已确认4人遇难。另据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两州合计至少70人遇难。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在10月1日
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该州已经实施超过1100次救
援行动，上千名人员仍在展开搜救。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在白宫讲话时表示，“伊
恩”可能是美国经历的最糟糕飓风之一，重建需要
数月乃至数年，这不仅仅是佛罗里达州的危机，也
是美国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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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举国欢庆之时，一
位位普通劳动者选择扎根岗位，为
了大家有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而
默默奉献，用坚守献礼祖国华诞。

国庆假日，记者走进北京城市
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施工现场，
只见工程车、运料车穿梭不止，一
朵朵焊花闪烁，一顶顶“安全帽”奔
忙，工地上下一片大干景象……

工地上，中铁建工集团北京城
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工
程技术部部长杨阳正在协调工友
们进行地下三层建筑的底板结构
施工作业。一如往常，清晨6点他
就来到工地。在这个假期，他和工
地上的千余名建设者一起坚守一
线，确保工程进度。

坚守，也是电力工作者职业生
涯不变的底色。在浙江安吉，国网
安吉县供电公司输电班班长隋志远
和工友们也选择在岗位上度过节
日。国庆长假期间，输电班按照“全
面覆盖，不留死角”的原则，实施定
线、定人、定责、定范围，早晚对高负
荷线路进行巡检，全面掌握线路的
运行情况，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参加工作10余年来，隋志远已
经记不清有多少个假期是在输电运
检这个岗位上度过的。父母远在东
北吉林，他只好在电话中送上节日

的祝福。“做好电力保障，不放过一
个安全隐患，就是我的职责。”

金秋十月，是一年中的黄金时
节，也是许多行业全年任务的攻坚
时刻。

当10月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
地，河南许昌市绕城高速公路城区
高架桥建设工地已是一派热火朝
天的建设景象。国庆长假期间，为
确保施工任务按期完成，230多名
建设人员倒班交替作业，24小时
坚守一线。

“既然选择了节日坚守，就要
用认真的态度交出放心的工程。”
中铁十五局集团五公司项目负责
人卢尔聪说，目前建设人员正在进
行高架桥西段第5跨到第7跨的
施工。这一段桥梁下穿在建的郑
许市域铁路，施工风险大、安全要
求高，容不得半点马虎。

对卢尔聪而言，国庆假期连轴
转的工作模式早已是工作多年的常
态。“在工地上累是累点，但能时时
掌握施工情况，心里踏实。”他说。

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腾格
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之间，一座
建设中的通用机场正在崛起。国
庆长假期间，民勤通用机场及配套
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忙碌的身影
随处可见。

虽是假期，但中铁十九局五公
司项目经理张品还是像往常一样
一大早就来到工地，“听、摸、看、
查、比”，对施工现场进行走访巡
查，不放过任何一个重要环节。这
个国庆节也是他在工作岗位上度
过的第二十个国庆节。

千里之外，全长5500米的衢
九铁路鄱阳湖特大桥上，铁路桥隧
工们也在忙着对桥上的设备进行
检修。国庆期间，这里每天都有
160余趟客货列车通过，为确保列
车运行安全，他们每天都要坚守，
与平时一样忙碌。

鄱阳湖特大桥有144个桥孔、
14万套高强度螺栓。桥隧工需要
通过眼观、敲击等方法判别螺栓是
否松动、失效。“现在昼夜温差大，
加上列车通过频繁，容易出现钢梁
螺栓脱落、锈蚀、开裂等情况，影响
大桥的整体安全稳定。”中国铁路
南昌局集团公司九江桥工段琵琶
湖路桥养修工区工长党颉明说。

这个假期，大江南北，田间地
头、建设一线、工厂车间……无数
劳动者用忙碌的身影，定格下祖国
金秋时节的动人画面，刻录下奋斗
中国的美丽剪影。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记者
樊曦 叶昊鸣）

乐享假日

10月2日，游客在无锡太湖鼋头渚风景区游览。

国庆假期，人们走出家门，享受多彩假日时光。

10月2日，在长春动车运用所，技术人员朱磊走向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