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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北京市节日氛围日渐浓
厚。人们纷纷外出感受春意，采购年
货，迎接新年。

右图 北京三里屯广场上来了巨型
“机器牛”。

下图 北京传统文化吹糖人摊位吸
引了不少小朋友。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暖阳春意

年味渐浓

◎本报记者 寇 勇 滕继濮
实习记者 代小佩 刘蓉蓉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如果说创新成果是海面上翻涌的浪花，

那么为通向成功探路试错、为未来可能性久

久为功的科学实践就是承托浪花的海洋。在

创新活动中，让过去的付出也得到应有认可，

对激励创新来说同样重要。

春节前夕，任正非宣布在华为公司内部

实行“回溯激励计划”，对两类科研“雷锋”给

予物质和精神奖励：技术探索前期方向和价

值不清晰，能够克服资源不足等挑战坚持开

拓进取，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团队和个人；技术

探索存在多个路径，证明所探索路径不可行、

帮助公司少走弯路的团队和个人。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我国

创新环境正不断改善。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

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发明专利授权 53

万件，同比增长 17.1%，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下，仍然保持了创新活力。

然而在耀眼的成绩背后，往往离不开众

多甘坐“冷板凳”的科研团队。科研道路上没

有哪一项创新是凭空出现的，激励创新不仅

要尊重立竿见影的智力劳动，那些久久为功，

或是为创新成果开路架桥的科研人员也同样

值得尊敬。

创新是前无古人的实践活动，具有高度

不确定性，评价创新成果和科研人员的劳动

价值“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局限于一时一

地。对过去甘于奉献的科研“雷锋”给予精神

和物质层面的价值肯定，可以减少创新活动

不确定性带来的心理压力，也是对当下科研

“雷锋”们的鼓舞和激励。华为的“回溯激励”

是创新主体在实践层面上激励创新的一次尝

试，也反映出创新主体对创新活动的认识渐

趋客观、全面——看似是在追认历史，实则是

保障未来。

回顾前几次工业革命历史，企业家和创

新型企业在工业革命中发挥了关键驱动作

用，亨利·福特、约翰·洛克菲勒、史蒂夫·乔布

斯等企业家都曾做出了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创

新。今天，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我国正

积极参与引领这一进程，重视对科研“雷锋”

的激励，还需要更多创新主体重视“无用之

用”，在实践中探索，让甘于坐“冷板凳”的人

保持“热心肠”。

当然，“回溯激励计划”是华为公司依据

自己内部情况制定的激励机制，从意图来看

无疑是一种正向尝试，但并不意味着是唯一

形式。一花独放不是春，不同领域、不同类型

的创新主体在思考类似激励机制时还应当从

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创造更多不同

形式的创新激励机制。

唯有如此，才能百花齐放春满园。

创新激励机制 让科研的“冷板凳”热起来

“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嘞，小心路上就有石

头……”当江满凤深情地唱起这首经典民歌

时，眼中分明噙满泪水。

春节前夕，记者在井冈山茨坪镇见到 51

岁的江满凤。勤劳朴实的她在龙潭景区做保

洁员，自小就爱唱山歌，手中还有爷爷遗留下

的歌词歌谱。90 年前，她的爷爷和外公随红

军部队转战赣南，之后再无音讯。她说，每逢

佳节倍思亲，虽然从未见过爷爷和外公，但唱

山歌寄托了她太多的遐想与思念。

在井冈山，江满凤是典型的“红三代”，

热爱生活而甘于平凡。井冈山干部学院陈

胜华教授说，井冈山斗争历时两年零四个

月，共牺牲红军 4 万多人，平均每天牺牲 60

多人。这两个滴血的数据浸染着当地人民

为中国革命的付出与贡献，从中也走出了

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

大道路。

笔记本记载的铿锵誓言

“为团体努力，作群众导师，到群众中

去，到反动荆棘中去，不畏难，不怕死，不爱

钱，为主义而牺牲。”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担任

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文书的罗冬祥

的笔记本上，这段铿锵誓言力透纸背，保留

至今。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

剧逆转，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同年 9 月，毛泽

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1928 年 4 月

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和湘南

农军在宁冈与毛泽东胜利会师。

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

“三湾改编”为开端的新型人民军队建设、以

建立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为标志的人民政权

的诞生、以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引领的农村

社会大变革等等一系列创新实践，奠定了井

冈山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党、团组织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建设和

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由于广大党团员思想觉悟和文化

素质参差不齐，特别是风云变幻的边界斗争

所带来的人心浮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在茅

坪和茨坪等地相继举办了党团训练班，为工

农武装割据的星火燎原，聚集起坚定的革命

信仰群体。

在学习期间，为了便于理解和记忆，罗冬

祥将《共产主义者须知》的部分内容抄写在自

己的笔记本上。红军下山后，他冒着身家性

命的风险，千方百计地把笔记本保留了下

来。新中国成立后，罗冬祥成为井冈山博物

馆的第一名讲解员，用深情的述说，见证着那

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

井冈山博物馆编研陈列室副主任周见美

对科技日报记者说，短短的誓言记录，表达了

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和坚定意志，井冈山根

据地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由此可见一

斑。

“灯芯”中点亮中国未来

当 35 岁的毛泽东与 42 岁的朱德在井冈

山会师时，红军女战士彭儒跳起了优美的“葡

萄仙子舞”，引来了阵阵喝彩。她和她的载歌

载舞的伙伴们，由此被官兵们亲切地称为“彭

家将”。

1928年 6月 22日，适逢端午节，红军在七

溪岭与敌人决战，彭儒带领“彭家将”怀揣手

榴弹在阵地前向敌人喊话，以宣传攻势配合

火力攻势，最终取得井冈山斗争时期最大的

胜利——龙源口大捷。

（下转第二版）

井 冈 山 ：红 旗 漫 卷 杜 鹃 红

新华社北京 2月 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 月 7 日

给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全体党员回

信，向乡亲们致以新春的祝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78 年前，《团结就是

力量》从你们那里唱响，成了亿万人民广为传

唱的一首革命歌曲。如今，你们带领乡亲们

传承红色基因，团结一心，苦干实干，摘掉了

贫困帽子，我感到很高兴。

习近平强调，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

铁，这力量是钢。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是一部

团结带领人民为美好生活共同奋斗的历史，

西柏坡的干部群众对此体会更深。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希望你们

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把乡亲们更好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

火。（回信全文另发）
1943 年 6 月，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平山

县参加革命斗争，文艺工作者在北庄村创

作了歌剧和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并

在该村进行了首演。近日，北庄村全体党

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在这首歌

曲激励下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情况，表达了

继续团结带领群众搞好乡村振兴、过上更

好生活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全体党员

把乡亲们更好团结凝聚起来 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的党员同志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78年前，《团结就是

力量》从你们那里唱响，成了亿万人民广为传

唱的一首革命歌曲。如今，你们带领乡亲们

传承红色基因，团结一心，苦干实干，摘掉了

贫困帽子，我感到很高兴。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

钢。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是一部团结带领人民

为美好生活共同奋斗的历史，西柏坡的干部

群众对此体会更深。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希望你们坚决响应党中

央号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乡亲们更

好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春节即将来临，谨向乡亲们致以美好的

新春祝福！

习近平
2021年 2月 7日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综保区“大礼包”来了。记者从杨凌示

范区自贸办获悉，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设

立陕西杨凌综合保税区，全国唯一农业特

色的综合保税区正式落户陕西杨凌。批复

指出，杨凌综保区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

政策优势，发展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

服务等业务。

据悉，杨凌综合保税区具有鲜明的“农

业”特色，将打造“四园一中心三平台”产业

布局。“四园”即种质资源保税研发园、高端

食品加工产业园、生物医药及植物提取产

业园、跨境电商产业园；“一中心”即设施农

业装备及农业生产资料展示交易中心；“三

平台”即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西北分

院、特殊物品出入境供应链平台、上合国家

特色农产品贸易平台。

“通过园区和平台建设，将更好履行杨

凌示范区全面推进农业领域国际合作交

流、打造‘一带一路’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

心、推动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

基地建设的国家使命，在新发展格局下带

动示范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杨凌示范区自

贸办主任苏亚文说。

在杨凌综合保税区，将有六张农业特

色鲜明的“王牌”。杨凌示范区自贸办相关

负责人介绍，这六张“王牌”分别是：建设进

境种质资源保护研究中心；引进一批大型

科学装置，构建校企合作的科技研发平台；

探索开展进境种质资源、高端花卉苗木、高

附加值农产品的保税研发和保税隔离检验

检疫业务；建设上合国家特色农产品贸易

平台和上合国家保税仓；发展面向上合国

家大宗农产品的粮食、饲料加工产业；打造

国际功能食品产业园，在杨凌构建高端食

品制造产业链体系。

陕西杨凌综合保税区的获批，为陕西

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提供了“新

动力”。在此之前，杨凌自贸片区、上合农

业基地、杨凌种业创新中心等纷纷落户杨

凌。

此次获批的杨凌综合保税区位于杨凌

自贸片区，规划面积 0.88平方公里，未来将

与上合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等实现

无缝对接。目前，杨凌综合保税区建设项

目前期筹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各项工作

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中。

“当前，保税区正在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已经在生物科技、大宗农产品贸易、农

产品跨境电商、电子信息以及特殊物品供

应链平台和区校融合六个方面储备了近

20 个重大项目，保税区建成后，产业聚集、

扩大贸易、加强对外合作等效应，势必会进

一步释放。”苏亚文说。

全国唯一农业特色综合保税区落户杨凌

回 信

科技观察家

◎王 烁

2月 8日，革命圣地西柏坡下辖的北庄

村刷屏了。

2月 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河北省平山县西柏

坡镇北庄村全体党员回信，向乡亲们致以

新春的祝福。

西柏坡镇党委书记陈东亮说：“习近平

总书记在百忙之中给北庄村全体党员回

信，体现了总书记对革命老区人民的牵挂，

体现的是人民领袖的为民情怀。西柏坡镇

党委已经第一时间召开党委会，传达学习

了总书记回信精神。下一步我们将贯彻落

实总书记回信嘱托，团结凝聚全镇广大党

员群众积极投身即将开展的中共党史学习

教育，不断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进一步把

支部建设好，把农村规划好，把产业发展

好，把环境治理好，把群众服务好，让老区

人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昨天：《团结就是力
量》，山沟沟永恒的传世
经典

北庄村位于西柏坡镇中部，三面环山，

一面临水，总面积 960 亩。目前该村共有

村民 313人，党员 27人，村“两委”班子成员

5人。

北庄村有着厚重的红色传统。1943

年 6月，西北战地服务团文艺工作者牧虹、

卢肃在北庄村创作了歌剧和同名歌曲《团

结就是力量》，迅速成为中华民族抗战最强

音，后又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进建设祖国

的传世经典。

1947 年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来

到西柏坡，在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

地改革运动，北庄村为土改试点村。党中

央在西柏坡时期，多位中央领导人在北庄

也留下了光辉身影和足迹——北庄成为中

央宣传部、中央机要处等机关所在地，目前

村内建有中宣部旧址和中央 13 个部委旧

址群。

今天：传承红色基
因，北庄村“赶考”的绿色
答卷

过去由于水库移民山上地少，人均不

足 3 分地，村民想要填饱肚子只能外出打

工。

“这几年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开展美

丽乡村建设和脱贫攻坚，老百姓的生活

水平、精神面貌，还有村庄环境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北庄村党支部书记封

红卷说，“喃们（俚语，俺们）村里的老百

姓都说，能有这些成绩，首先得益于党的

好政策。为了村里发展，不单是给政策、

给项目、给资金，最关键的是还给村里派

干部，现在喃们村里既有中央机关的干

部，又有县里的干部，还有乡镇的包村干

部。”

“村里吃上了‘旅游饭’，日子一天比一

天好。”村民史法兵说。

“在中共中央旧址前，看到参观的人们

迎着朝阳赶来，意识到自己的驻村‘赶考’

之行已然开启，要向老百姓交出满意的答

卷 。”中 央 和 国 家 机 关 工 委 干 部 范 麾 京

2018年 6月来到西柏坡镇北庄村担任第一

书记，他将自己当年 7月 1日看到的一幕镌

刻在心里。

（下转第二版）

团
结
就
是
力
量
—
—

红
色
北
庄
村
实
现
绿
色
振
兴

◎本报记者 刘廉君
通 讯 员 闫鹏飞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2月 8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越南共产党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通电话。

习近平对阮富仲连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再

次表示祝贺。习近平表示，越共十三大胜利

举行并确定了新发展阶段奋斗目标，在越南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相

信在以阮富仲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新一届越共

中央领导下，越南党和人民将全面落实越共

十三大作出的决策部署，奋力实现越南党和

国家发展目标。

习近平强调，中越两国是具有战略意义

的命运共同体。中越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符合两党、两国、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有利

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展，有利于维护地区

和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冲击和复杂外部环境挑战，两国各

领域务实合作逆势增长，彰显了共产党领导

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表明两党两国

关系蕴含巨大生机活力。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越

南贯彻落实越共十三大精神起步之年，中越

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愿同越方一

道，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保持好两

党高层政治引领和密切沟通，推动中越关系

行稳致远。中方愿同越方加快“一带一路”倡

议和“两廊一圈”战略对接，推动两国跨境经

济合作区建设，探索在医疗卫生、数字经济、

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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