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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
时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 10月 18 日在北京隆重开幕。

习近平所作的十九大报告大气磅
礴、内涵丰富,3 万多字的报告纵观历
史、展望未来,浓缩了 5年来中国共产
党治国理政的经验与启示, 描绘了从
现在到 2020 年乃至本世纪中叶的宏
伟蓝图。报告中一系列新思想、新论
断、新提法、新举措受到广泛关注,引
发强烈反响。

新的历史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

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这是一个重大判断。

进入新时代, 是从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全局视野、从改革开放近 40
年历程和十八大以来 5 年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方位上,所
作出的科学判断。

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报告
立足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实践新成
就,谋划了到本世纪中叶的奋斗目标。

方位决定方略。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使命, 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
族最伟大的梦想。报告提出,进入新时
代, 实现伟大梦想, 必须进行伟大斗
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

新的理论创新成果: 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十九大报告提出重大理论创新成
果, 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高度概括, 是党
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报
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8 个明确”和“14 条坚持”构成的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基本方略,两者相互统一,共同构成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框架。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
党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和思想武器。报
告令人振奋地指出: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
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新变化: 已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对中国社
会主要矛盾的论述均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
的矛盾”。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

目前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 已不仅
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且
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
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我国社会生产力
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 更突出矛盾是城
乡、区域、收入分配等存在的不平衡不充
分等问题, 这已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关系全局、
影响深远, 这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
多新要求。报告特别指出,社会主要矛盾
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
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 我国仍处于并将
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没有变。
新的奋斗目标: 从全面建成小康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报告提出,
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 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新的奋斗目标跨度“从现在到本世
纪中叶”,可分为三个目标、两个阶段、
两步走,将“近期、中期、远期”目标进行
了有机结合。

按照报告提法,“三个目标” 分别
是:到 2020 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到 2035 年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到本世纪中叶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两个阶段”和“两步走”
是指从 2020 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为两个
奋斗十五年来安排。

值得关注的是, 报告提出的 “到
2035 年目标”,是根据我国发展实际情
况,将过去提出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到本世纪中叶要达到的发展水平, 提前
到 2035 年来实现,进程缩短了 15年。

发展战略目标: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九
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
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令人关注的是, 报告提出的发展目
标更注重整体性、总布局,这是我国进入
新时代特征所决定的, 已不简单满足于
经济量化指标。

报告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
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

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党的建设新的总要求: 把党的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

进入新时代,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起着统领和决定性作用。十九大报告
指出,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
现伟大梦想,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
党的领导。

翻阅报告, 在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 “14 条
坚持”中,“一头一尾”的第一条和第十
四条分别是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
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在报告最
后部分又重点强调“坚定不移全面从严
治党,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
平”,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报告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
“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等新
措施已写入报告,勾画了一个完整、严密
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举措: 确保一
张蓝图干到底

报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
个方面提出了上百条的新举措, 对推动
新发展、实现新目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在改善民生举措中增加了“幼有所
育”和“弱有所扶”,为幼儿提供保育和
关爱,给身体残疾虚弱、低收入等群体给
予扶持;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
强“三农”工作……报告全方位、多层次
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必将有力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值得指出的, 报告在未来前进道路
上,强调明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时根据新时代
要求又提出诸多新举措, 确保了一张蓝
图干到底。 新华网

十九大报告的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新举措
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中国科学

院国家天文台 10 月 10 日联合发布了
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取得
的首批成果。记者了解到，FAST 望远
镜调试进展超过预期，并首次新发现脉
冲星———探测到数十个优质脉冲星候
选体，其中 6颗已经通过国际认证。

FAST 作为国之重器的大科学装
置，是我国“十一五”重大科技基础设
备之一，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建设，
于 2016 年 9 月 25 日竣工进入试运
行、试调试阶段。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
台牵头国内多家单位，在 FAST 科学
和工程团队密切协作下，经过一年的紧
张调试，现已实现指向、跟踪、漂移扫描
等多种观测模式的顺利运行；调试进展
超过预期及大型同类设备的国际惯例；
并且已经开始系统的科学产出。

FAST 团组利用位于贵州师范大
学的 FAST 早期科学中心进行数据处
理，探测到数十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
经国际合作，例如利用澳大利亚 64 米
Parkes 望远镜，进行后随观测认证，目

前已通过系统认证 6 颗脉冲星。这是
我国射电望远镜首次新发现脉冲星。

搜寻和发现射电脉冲星是 FAST
核心科学目标。银河系中有大量脉冲
星，但由于其信号暗弱，易被人造电磁
干扰淹没，目前只观测到一小部分。具
有极高灵敏度的 FAST 望远镜是发现
脉冲星的理想设备，FAST 在调试初期
发现脉冲星，得益于卓有成效的早期科
学规划和人才、技术储备，初步展示了
FAST自主创新的科学能力，开启了中
国射电波段大科学装置系统产生原创
发现的激越时代。未来，FAST 将有希
望发现更多守时精准的毫秒脉冲星，对
脉冲星计时阵探测引力波做出原创贡
献。

据介绍，接下来的两年，FAST 将
继续调试，以期达到设计指标，通过
国家验收，实现面向国内外学者开
放。同时进一步验证、优化科学观测
模式，继续催生天文发现，力争早日
将 FAST 打造成为世界一流水平望
远镜设备。

人民网

“中国天眼”FAST首次新发现脉冲星 进展超预期

文 摘

2017 年 10 月 13 日，历时 2
年筹备的第二届长江非物质文化
遗产大展，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正式开幕，千位非遗传承人带着
2 万件非遗精品亮相，更有传承
人现场教学、同台竞技，供市民家
门口感受非遗文化。

此次大展汇聚了长江流域
15 个省市的 500 多个国家、省级
非遗项目的 1000 多名传承人，展
出 20000 多件非遗作品，展出面
积 2 万余平方米，设有长江传统
服饰技艺、中医药文化、传统饮食
技艺、传统手工技艺、湖北非遗研
培成果五大专题展。武汉是参展
项目最多的地区，展出汉绣、武汉
泥塑、武汉剪纸、武汉热干面、汉
派木雕、叶开泰制药等 31 个非遗
项目展出。

人民网

第二届长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武汉开幕
千名非遗传承人携 万件作品亮相

十九大代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董
事长、党组书记雷凡培 10 月 18 日在京透
露，到 2020 年，我国力争实现在轨航天器
数量超过 200 颗，年发射 30 次左右，超越
欧盟，基本到达世界航天强国水平。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
幕当天，雷凡培在代表团媒体开放日活动中
表示，目前我国有 30%的航天技术指标达
到国际一流水平，到 2030 年，力争将这一
数字提升至 60%，使我国超越俄罗斯，跻身
世界航天强国前列；到 2045 年，部分重点
领域比肩美国，全面建成世界航天强国。

雷凡培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
出了建设航天强国的战略目标。他指出，从
成果和产品的技术水平来说，我国已经有三
分之一的技术指标和一半的经济指标达到
国际一流水平，目前已进入航天大国的行
列，但仍不算航天强国。

雷凡培表示，下一步航天科技集团要扎
实完成好高新工程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任
务，建成我国第一座空间站并投入运行，实现
月球采样返回和火星着陆探测，完成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和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建设，
全面推进重型运载火箭研制，建成以通信、导
航和遥感卫星系统为主的民用空间基础设
施，使我国具备全面的宇宙空间探索和应用
能力，为建成创新型国家和航天强国，为构建
“三位一体”战略威慑力量，为巩固国家安全
战略基石作出更大贡献。 科技日报

中国 2020 年成航天强国
在轨航天器逾 200 颗年发射 30次 10 月 18 日，一段“吉林大学

看门大爷爱好写诗，自出诗集”的
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视频中，一位
戴黑框眼镜、身着灰色呢大衣的大
爷，在面前铺开了两张纸，上面写满
了对仗工整的诗句。大爷还与一名
学生交流诗句：“日月门前过，守爱
心不空。”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
这位看门大爷名叫张传振，深受吉
大师生喜爱，有学生称其“满腹诗
词，才华惊人。”

受师生鼓励出诗集留念
10 月 18 日，在吉林大学看门

大爷因出诗集而在网络走红后，吉
大一名学生对北青报记者说，“这
位看门大爷平时就深受吉大师生喜
爱”。10 月 18 日下午，北青报记者
联系到这位“吉大红人”张传振。

张传振说，“我没想过印书，但
诗词受到学校师生欢迎，他们鼓励我
出书留念”。据张传振介绍，他的诗
集名为 《心斋集》，选编了 500 首
诗，分为励志篇、旅行篇、杂感篇等 8
个篇章。诗集中大部分为格律诗，少
部分为古风诗和词。

据张传振介绍，诗集中没有白
话诗，都是日常生活中对思想和生
活感受的记录，故起名为 《心斋
集》。其中的第三篇章是 “正题
篇”，记录了一些重大事件。“这一
篇很正能量。”张传振对北青报记
者说。

40 年作诗 4000 余首
据介绍，张传振今年 70 岁，祖

籍山东，11 岁时随父母迁到东北。
由于从小离乡，思乡心切，上高中
时，张传振尝试用诗句记录离乡思
愁。令张传振没有想到的是，写诗成
为了他坚持 50 多年的爱好。“几十
年了，最大的爱好就是作诗，我不是
特意去写这些诗的，有诗兴时就会
立刻动笔写下来。” 张传振称。

从学校毕业后，张传振在吉林
某高级中学任职，多年在毕业班教
授语文课。在 40 年的教学生涯
中，张传振作诗 4000 余首，作品
内容以教学感想为主。作为教学骨
干，张传振还多次到国内其他省市
的中学进行教学交流。在出差途
中，张传振不忘用诗词记录下旅行
见闻。

他告诉北青报记者，“出差去
过不少地方，因此见识了不少，但最
大的遗憾是，工作太繁忙，使我疏忽
了对子女的文学熏陶。”北青报记
者了解到，张传振的妻子因照顾孩
子未参加工作，张传振负担着家庭
绝大部分的收入来源。在子女眼中，
张传振一身正气，朴实慈爱。女儿张
红琴对北青报记者说，“从记事起
父亲就很喜欢写诗，还写得一手好
字。小时候家里的橱柜都是父亲自
己做的，橱柜上图案是他画了之后
用烙铁烙上去的。”

退休后在吉大看门写诗
2010 年退休后，张传振一下子

清闲下来，他频频觉得生活无聊。后
经朋友介绍，张传振成为了吉林大
学教学楼的看门人。在吉大逸夫楼，
张传振将所作诗词写在 A4 纸上，贴
在了逸夫楼的大堂墙面。路过的学生
看见A4纸上的诗词，觉得对仗工整，
用手机将诗句拍下传到网上。随后，
张传振的诗得到很多师生的转发，包
括吉大某教授和行政老师，都表示惊
讶。张传振由此成为吉大的“网络红
人”。张传振告诉北青报记者，“没想
到会在学校火，和爱好诗词的同学
们交流，也是一件有趣味的事。”

走红后，许多爱好诗词的学生
主动与张传振交流。吉大中文系的
一名博士生对张传振说，“您的诗
词气魄很大。”张传振对此感到很
意外，很开心。

2012 年，三名经济学专业的学
生自费印刷了张传振的 100 首诗
词，供吉大师生传看。直到现在，张
传振与这三名学生仍保持着联系。

10 月 13 日，张传振的儿子突
发脑干出血，为了照顾儿子，他跟吉
大提出辞职。张传振对北青报记者
说，“如果儿子病情有好转，我还愿
意回学校工作。但我年纪太大了，在
学校应该退休了。如果吉大愿意留
我这个老头子，我还会继续回去工
作。” 北京青年报

吉林大学看门大爷作诗 4000 余首出诗集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由中科
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夏新界研
究员领衔的水稻育种团队 10 月 16
日宣布，历经十余年研究，团队日前
培育出超高产优质“巨型稻”：株高
可达 2.2 米、亩产可达 800 千克以
上、具有高产、抗倒伏、抗病虫害、耐
淹涝等特点。经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
试中心 DNA 指纹检测，以及华智水
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6k 水稻 SNP
基因芯片指纹图谱检测，确认“巨型
稻”是一种水稻新种质材料。

据夏新界介绍，这种“巨型稻”光
合效率高，单位面积生物量比现有水稻
品种高出 50%，平均有效分蘖 40 个，

穂单 最高实粒数达 500 多粒，单季产
量可超过 800 千克每亩。

记者了解到，“巨型稻” 是在现有
优异种源的基础上，运用突变体诱导、
野生稻远缘杂交、分子标记定向选育等
一系列育种新技术，获得的拥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水稻新种质材料。其具有
突出的高产、强抗等显著优势。“巨型
稻”茎秆粗壮，直径可达 18.5 毫米，叶
片蜡质和角质层厚，具有抗倒伏、抗病
虫害、耐淹涝等特点。

在湖南长沙郊区的试验田现场，著
名水稻专家袁隆平院士认为：“这是一
种非常好的新种质材料，具有很高的生
物量，未来还需要努力提高收获指
数。”

当前，我国普遍面临农村劳动力短
缺、水稻种植“增产不增收”，早稻种植
面积逐年下降的局面。“‘巨型稻’株
形高大、稀植、生育期长、叶茂且冠层
高、淹水深度大，可为蛙、鱼和泥鳅等稻
田养殖动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具有
适宜种、养结合的优势。”夏新界告诉
记者。

为充分利用“巨型稻”这一特殊优
势，提升稻田生产经济效益，2017 年在
“长沙站”建设了 30 亩“巨型稻”生
态综合种养模式试验与示范区，采用化
肥、农药、抗生素零使用等有机农业生
产方式。与现有常用的稻田综合种养模
式相比，稻谷产量至少提高一倍以上，青
蛙、泥鳅、稻花鱼等养殖动物的成活率亦
提高一倍以上，生长周期缩短 15至 20
天，个体重量提高20%以上，产量提高
1.5 倍以上，全部产品实现绿色、优质
化，亩均纯收入超过万元。

新华网

株高达 2.2 米！中科院推出高产水稻新种质“巨型稻”

10 月 15 日，成都秋意渐浓，四川
大学华西校区，银杏叶已开始泛黄。“跟
当时来报到时一样的阴天，转眼都毕业
40年了。”63岁的黄敬权感叹道。

黄敬权是四川大学华西校区 （原
四川医学院）卫生系 74 级学生，这一
天，该系 77 个学生从全国各地赶来，
参加毕业后首次同学会。转眼 40年过
去，曾经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如今都已
两鬓风霜。

同学会上，辅导员刘建学的一个外
壳脱落、纸面泛黄的笔记本，让所有人为
之动容。笔记本上，贴着每个学生入学时
的黑白寸照。“这张照片，连我自己都找
不到了，没想到老师还保存着。”此次同
学会组织者之一杨运宇说。

保存 40年的珍贵礼物———
当年，为尽快熟悉学生，他制作了

一个小册子
43年间搬家 3次仍保存着
15 日早上 8 点刚过，家住华西坝

的刘建学早早出了门，来到约好的见面
地点。“刁刃，我还记得你。”“黄敬权，
你和老伴也来了？”已时隔 43 年，刘建
学却一口叫出了学生的名字。

刘建学外套的内层口袋里，放着一
个用塑料袋包裹着的笔记本。这是他
专门为同学会准备的一份礼物。

这是一个普通的软面笔记本，外壳
已脱落不见。“报到登记，编班造册。三
个班，108 人（男 56、女 52）……”泛
黄的纸上，钢笔字迹还十分清晰，往后
翻，每一页上，贴着 4 张黑白的一寸照
片，照片正上方，写有名字。

“这个笔记本是入学时为了尽快认
识每个人制作的。”1974年，当时才 25
岁的刘建学从部队复员，成为了四川医
学院卫生系的辅导员。为了尽快熟悉每
个学生，在入学报到时，刘建学要求每人
多交了一张照片，做成了这个小册子。

1977 年学生毕业后，这个“工作
册” 成了刘建学的一个情感寄托。从
1974 年至今，43 年里，它跟着刘建学
搬了 3 次家，“想念那难忘的 3 年时，
就会拿出来翻一翻，外壳都翻掉了。”

这是他带过的第一届，也是唯一一
届学生

“我是老师，更是朋友”
“以前我就和刘老师住一个宿

舍。”“我还和刘老师打过篮球。”“最
记得当时我们一群人和刘老师一起，走
路去科大看坝坝电影。”……对于辅导
员刘建学，几乎每个学生都能说出一段
和他的“独家记忆”。

74 级的同学都是从各地推荐过来
的，年龄差距很大。“最小的 18 岁，最
大的都 34 岁了，比我还大。”刘建学
说，在这个集体中，自己更像是一个同
龄的朋友。

刘建学第一次和同学们见面，就是
在 43年前的 10月。“当时我是半夜三
更到学校，办不了手续，没寝室住，刘老
师还把他的床位让给我。”一位来自内
蒙古的同学说。

3 年后，同学们毕业，各自分配回
原来的地方，刘建学也调动了工作岗
位。“他们是我的第一届学生，也是唯
一一届，这 3 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
3年。”刘建学说。

保存 40年的珍贵友谊———
一起逛校园一起吃食堂
“希望十年后再相聚”
10 月 15 日一早，77 位老同学再

次相聚校园，和当时的辅导员刘建学一
起逛校园。故地重游，曾经他们上专业
课的第七教学楼，已变成公共卫生学
院。

“第一次上解剖课，还有人特别
害怕。”“杨敏那个时候就是学霸，最
认真的就是她。”“当时我就坐那个
位置，你坐我前面。”……时隔 40 年
再回到曾经熟悉的教室，聊近况、谈
变化、忆过去，老同学们有说不完的
话。

临近中午，田志明和几位同学
开始组织大家去食堂吃饭。“你以
前就是生活委员，现在，还是我们的
生活委员。” 有人对着田志明打趣
到。田志明也乐在其中，“从过去到
现在，同学之间，都是这样直接、自
然的相处方式，很美好。”

作为此次活动的主要负责人，
杨运宇忙得几乎没有歇脚的时间。
“看到老同学很激动，也希望能给彼
此再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如果可以，
希望十年后，毕业 50 周年我们还能再
相聚。”

华西都市报

毕业 40年后首次同学会 辅导员为每人送上入学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