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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14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

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

文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

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

导一切的。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

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

益所在、幸福所在。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

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

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全国必须保持高度的

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丝毫不能动摇。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

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

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最大的

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

色？这就是中国特色。

文章指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

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

不能动摇。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下转第三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村里富了，村民回来创业了。“来来来，看

看笋干、本地枝叶、山柑皮……”村民陆秀媚

正热情招呼来来往往的游客。她在外打工近

20年，前两年毅然回来村里出摊儿，经营本地

土特产，并建起了 4层楼的房子。

她的家乡广东省清远英德市连江口镇连

樟村，以前长期处于贫困，村民纷纷往外走。

通过精准扶贫，如今贫困村已成“网红村”：成

为全国首个 5G 村，村民当起了主播；种西瓜

栽草莓，农业带来致富新机会；玩具车间开到

村口，村民在家门口就业……连樟村面貌焕

然一新，释放出走向小康社会的新动能。

“不但脱贫，还要致富”

与两年前相比，连樟村村民陆奕和判若

两人，他的脸上爬满了笑容。他和朋友共建

的益肾子种植场经营得红红火火。“上半年刚

卖出去一批益肾子苗，除去成本，每人还能分

得七八千元。”他的话语中掩饰不住兴奋。

在此之前，陆奕和是村里的贫困户。一

家 6 口，3 个孩子上学，父亲年迈，妻子患病，

全家人的生活仅靠他薄弱的双手艰难地支

撑。那时的他常为全家的生计发愁。

2018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连樟村

时，走进陆奕和家，从扶贫政策的落实到家庭住

房再到子女就业，一一询问，事事关心。习近平

总书记的关心给了陆奕和脱贫致富的信心。

当年年底，陆奕和鼓足勇气贷款 5万元承

包竹山，种植麻竹笋。他还抽空到村里的扶

贫电工培训班充电，给自己增加致富的技术

能力。“我还在村里的乡村振兴学院找了份保

安工作，每月可以多赚 2000 多元。”虽然更忙

了，但陆奕和却更精神了。

靠着勤劳的双手，陆奕和奋斗出属于自

己的幸福生活。“现在家里一年的收入超过 12

万元。大女儿毕业工作了，老二、老三也考上

大学了。我现在不但脱贫了，还要致富。”他

对生活有了新的奋斗目标。

车间开到村口，村民
家门口就业

在佳美达玩具公司连樟加工点，一副热

火朝天的景象，几条生产线各司其职，有做贴

图的、有做组装的，他们都是连樟村的村民。

陆奕和的同村村民李彩均在家门口的这

家扶贫车间已工作 3 年了。“之前种麻竹笋的

时候每年最多只有几千元收入。自从到了扶

贫车间后，没有那么劳累了，每年收入至少有

两万多元。现在，家里也盖起了房子，有了存

款。”提起扶贫车间，她给了一个大写的“赞”。

曾经的连樟村，靠山吃山。“从山里搬到了

大路边，交通方便了。但村里没什么产业，年

轻人在村里挣不到钱，希望能够在产业方面多

点支持。”村民邓益斗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2017 年，连樟村筹措了 50 万元，建成佳

美达玩具公司扶贫车间，希望通过办好“造血

型”项目，使贫困户及其他农户在家门口洗脚

上田，有长期稳定务工收入。李彩均首批报

名，成为上班族，每月工资 2500 多元，收入翻

了几番。2018年，她的家庭成功脱贫。

走出扶贫车间，右手边连片的温室大棚映

入眼帘。村里建起了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尽管

外面骄阳似火，棚内却是一片清凉的“绿色海

洋”。由于采用了现代种植技术，这里的西瓜是

挂在枝头的。站在作业车上打理西瓜藤条的村

民张顶娣告诉记者：“在家门口就能工作，收入

不少，还能照顾老人小孩。我十分满意。”

通过精准扶贫，去年村里 54 户贫困户

130 人已全部脱贫。村委会集体经济纯收入

也从 2016 年的 2000 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68

万余元，实现了“人脱贫、村摘帽”。

连樟村党支部书记陆飞红充满自信地

说：“连樟村不仅要脱贫还要致富，我们正以

现代农业产业园、乡村振兴综合示范区为重

要平台，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

一步一步走在奔小康的路上。”

科技致富 贫困村变身“网红村”

椰风轻拂，绿水环绕，玫红色的三角梅花

团锦簇，迎风绽放。在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

博后村哎岬湖畔，镌刻着“小康不小康 关键

看老乡”两行大字的石碑吸引游客纷纷驻足

留影。

2013年 4月 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

博后村的玫瑰谷，和花农拉家常、聊生产、话

增收、叙发展，留下了这句温暖亿万农民心窝

的话。

从那天起，博后村村子环境越来越美，

乡风越来越文明，村民生活越来越红火。“习

近平总书记这句话，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我们全村上上下下撸起袖子加油干。”村民

谭中仙说。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从滨海渔

村到黎村苗寨，从五指山下到万泉河畔，从大

海之南到白山黑水，如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海南时的这句殷切嘱托，在大江南北生根萌

芽、开花结果。

返乡创业 网红民宿
村“火”了

纯白色的建筑主体，散发着北欧风淡雅

简约的气息，有庭院，有泳池，有木屋，有椰

林，还有供孩子玩耍的小沙滩乐园……端午

节期间，博后村的民宿成为新的网红打卡点。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们全村民宿的入住

率达到了 88.6%。”近日，在“莫言莫语”民宿，

吉阳区民宿协会秘书长谭中仙讲起了他的创

业故事。

谭中仙是土生土长的博后村人，大学毕

业后在广州打拼。2016 年，他辞去在广东的

高薪工作，回到了博后村。

2017 年 5 月，经过多方考察的谭中仙与

亲 戚 合 伙 在 村 里 率 先 办 起 了 民 宿“ 海 纳

捷”。“‘海纳捷’民宿开张后，基本上每天爆

满，村民们看到了发展民宿产业的希望。”谭

中仙说。

在谭中仙的示范效应下，博后村村民们

通过自建自营、引入社会资本合作等形式，逐

渐做大了民宿业，如今全村民宿已达 44家。

“海纳捷”民宿成了博后村美丽蝶变的

见证。在村民的记忆中，过去的博后村十

年九旱，遇到台风海水就倒灌，村里的农田

变成盐碱地，收成不好。“过去博后村的生

活条件非常艰苦。”博后村党支部副书记符

儒建说。

特别是 2017 年以来，博后村借助美丽乡

村建设，大力发展民宿产业，成为海南省最大

的民宿村之一，旺季期间常处于一房难求的

状态。

除了发展民宿产业，博后村还依托亚龙

湾国际玫瑰谷景区发展玫瑰种植产业。村民

通过出租土地、园区务工等方式，不仅摘掉了

“穷帽”，还买了小汽车、盖了小楼房，过上了

心目中的小康生活。

今年 43岁的博后村村民苏吉丽在玫瑰谷

工作，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以前，家里靠种地

为生，一年下来只有几千元收入。现在，开上

电动车 10 分钟就能回家，每年收入能有好几

万元。”苏吉丽说。

在玫瑰种植和民宿业带动下，博后村村

民 年 人 均 收 入 从 2013 年 的 7400 元 增 加 到

2019年的 24520元。 （下转第三版）

大海之南 喜看老乡奔小康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5日电 （记者刘
园园）15 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由该委、中

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 13

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

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数字经济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成为推动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意见》要求，把支持线上线下融合的

新业态新模式作为经济转型和促进改革创

新的重要突破口，打破传统惯性思维。这

份文件囊括了支持 15 种新业态新模式发

展的方向。

具体而言，包括：大力发展融合化在线

教育；积极发展互联网医疗；鼓励发展便捷

化线上办公；不断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培

育产业平台化发展生态；加快传统企业数

字化转型步伐；打造跨越物理边界的“虚

拟”产业园和产业集群；发展基于新技术的

“无人经济”。

此外还有，积极培育新个体，支持自主

就业；大力发展微经济，鼓励“副业创新”；

强化灵活就业劳动权益保障，探索多点执

业；拓展共享生活新空间；打造共享生产新

动力；探索生产资料共享新模式；激发数据

要素流通新活力。

记者注意到，《意见》提到了疫情期间

十分火爆的“宅经济”、线上直播。在大力

发展微经济，鼓励“副业创新”方面，《意见》

提出，支持线上多样化社交、短视频平台有

序发展，鼓励微创新、微应用、微产品、微电

影等万众创新；引导“宅经济”合理发展，促

进线上直播等服务新方式规范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提速！多部门联合发文支持15种新业态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5日电 （记者陈瑜）
15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中国第 11次北

极科学考察队搭乘“雪龙 2”船从上海出发，赴

北极科考。这是“雪龙 2”船继顺利完成南极

首航后，首次承担北极科学考察任务。

右图 7月11日，“雪龙2”船停靠上海国际
客运中心码头，参加第16个“中国航海日”活动。

下图 7月15日，“雪龙2”船出征。
自然资源部供图

“雪龙2”首次

赴北极科考

在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新区采访时，发生

了一个小插曲。

江东新区将成为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集中展示区和先行先试区。根据规划蓝

图，江东新区的建设，要为全球未来城市建设

树立“江东样板”。

在江东新区规划馆外，我们碰到三个打车

前来的外地人。聊过后才知道，他们是浙江的

商人，此番是前来实地考察、寻觅商机的。“一路

上看过来，觉得环境很不错，基础设施也建得很

不错。”他们说，只要国家富强，江东新区的发展

肯定大有希望——“海南是一个桥头堡！”

曾经，在外地人心中，海南的形象近乎单

一——地处热带北缘，靠海，宜度假，宜养老。

但现在，海南一词，有了更多指代。

它可以指代为“探索”。

我们在海南澄迈生态软件园见到来自北

京十一学校的秦建云。他现在是海南 iSchool

微城未来学校的校长。顾名思义，这所学校

想培养的是未来人才。

校内最受重视的课程，不是语数外，而是

体育、美术和技术。秦建云说，这些课程决定

了学生的基本素养。未来，如果实行 12 年一

贯制教育，学校到底要教什么？秦建云想在

海南“先行先试”。

海南，还可以指代为“变化”。

洋浦经济开发区是海南改革开放的排头

兵。为支持洋浦开发建设，域内原先分散居住

的村民整体搬迁到联排房安置区。在洋浦共鸣

社区，我们碰到老人黄光农。他热情地带我们

去他那亮堂的新房子做客。20世纪80年代末，

黄光农当过村委会主任。他清楚地记得，那段

时间，也正是洋浦经济开发区谋划之时。“洋浦

开发了，就有希望了。”从破旧脏乱的家乡离开，

住到整洁干净的联排房安置区，黄光农感慨：

“现在的生活是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

海南，也可以指代为“希望”。

结束近一周的采访回程时，记者在飞机

上看到了一则广告。

患有听力障碍的小女孩聪聪（化名），通过

手机APP第一次听到了妈妈的声音，她是中国

内地首例更换最新一代人工耳蜗声音处理器

的患儿。因爆炸双目失明的湖南人王南（化

名），用不到国外七分之一的费用，接受了特许

进口的波士顿人工角膜手术，重见光明……这

些故事，都发生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它是中国唯一的医疗特区。

因为有政策加持，先行区可以进口和使

用尚未在国内获批的新药、器械与设备。

在乐城的预约系统里，我们看到，来自北

京的张先生要植入人工耳蜗，88 岁的上海李

女士要做青光眼引流管手术，西藏的扎西想

做强生飞秒白内障手术……这些普通人，要

在乐城寻回健康。

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幸福生活。在海南，

我们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奔小康路上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海南，已不止于是旅游

胜地。它的变化，让岛内人欣喜，也让岛外人

感知国家发展的活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海

南正在弄潮搏浪。

探 索 、变 化 、希 望 ……

海 南 的 形 象 不 再 单 一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本报记者 刘 昊 王祝华 张盖伦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张盖伦 王祝华 刘 昊

陈 龙 本报记者 叶 青 龙跃梅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月 15日晚，沸沸扬扬的“小学生研究

癌症获国家级大奖”事件有了初步结果。

第 34 届云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

会办公室发布通报称，决定撤销该项目第

34 届云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小

学组）一等奖奖项，收回奖牌和证书。

撤销的理由是，专家组认定：项目研究

报告的专业程度超出了作者认知水平和写

作能力，项目研究报告不可能由作者本人

独立撰写，不符合《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规则（2018 年修订）》评审原则第三条：

“项目研究报告必须是作者本人撰写”之规

定。有理有据，让人信服。

这一事件引发的问题值得深思。正如

当事学生家长致歉信所述，家长过度参与

项目引发了争议，并由此引发大众对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的质疑。这种父母包办式

的行为破坏了创新赖以喷涌的公平公正的

土壤，破坏了科研中尤其重要的品质——

诚信，尤其对于青少年而言。

从网友反馈看，在青少年科创赛事中，

这类“越俎代庖”的行为并不少见。这当中

有不了解比赛规则的无心之过，也有利益

驱动的故意为之。家长希望为孩子积攒进

名校的筹码，学校需要学生的佳绩装点门

面，老师盼着优秀神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添砖加瓦”……尽管今年 1月教育部已经

印发意见，明确从今年开始高校自主招生

正式取消，这类赛事已经不能为高中升学

带来直接收益，但在很多省市，国家级科创

赛事仍是中考录取的加分项和小升初的敲

门砖。存在各种“走捷径”的猫腻操作也就

不难理解。

老师或机构过度帮忙甚至“代劳”者有

之，标新立异选取超出孩子能力范围的课

题者有之，“新瓶装旧酒”将已有内容包装

成“创新”者有之……这些不良现象不仅极

大伤害了那些确实对科学感兴趣、具有独

立探索精神但缺少所谓资源的学生们，对

当事孩子何尝不是一种伤害。正如此次事

件中的家长所说，该学生受家庭影响对科

研产生了浓厚兴趣，如加以引导或是一棵

好苗子，而如今因此事而承受巨大精神压

力，不知是否会影响他对科研的态度。

更严重的是，“移花接木”、不劳而获

“拼爹”等系列操作会在青少年心中播下什

么种子？他们学不到科研需要的诚信、坚

持等品质，理解不了团队合作的意义，无法

真正体会自主探索、独立思考的过程，更有

可能对创新产生曲解，把一系列暗箱操作

的潜规则视为理所当然的“躺赢”。

拔苗助长出不了人才。中国无比渴望

创新，中国未来创新的大梁需要青少年来

扛。一个全国三等奖项目引起的争议或许

过几天就会平息，但由此引发的问题却必

须由有关部门去认真面对和解决。让比赛

和升学彻底脱钩，如发现确实突出的苗子

可以给出特别通道；强化比赛的全流程监

督，尤其对项目的可行性和真实性进行评

估；加强对参赛选手的学风和科研诚信教

育，对参与造假的人员进行重罚……期待

主办方如声明里所说，将以此为契机进一

步完善大赛评审规则与程序，强化监管机

制，更好引导和规范青少年参与科技创新

实践活动。

大赛只是一个载体。创新人才的培养

需要良好的土壤。家长和老师、学校也应

少些功利心，让青少年的科研活动回归兴

趣。毕竟，我们需要的不是多几个看上去

很漂亮的项目，不是要打造神童创造奇迹

的科学佳话，而是能埋下在未来生根发芽

的创新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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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汉中市洋县被称
为“朱鹮故乡”。图为朱鹮和
喜鹊在洋县纸坊街道草坝村
的稻田里觅食（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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