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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生态路

走进案山村，只见游客三三
两两漫步于荷塘边。心随美景
动，人在画中游。这个被誉为

“大山里的苏莲托”的小村庄，俨
然成为人们乡村旅游的网红打
卡地。可谁能想到，该村以前土
坯房众多，牛栏猪舍密布，破败
不堪，是个典型的贫困山村。

在吉安市委“红色引领，绿色
崛起”战略的引领下，该村形成
了“1+8+48”的乡村旅游发展模
式：即 1 个陇上行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8个村级集体经济、48
户蓝卡户，共同入股组建井冈山
红墟坊乡村旅游公司。同时，引
导村民经营豆腐坊、酿酒坊等客
家传统美食，形成了以农家乐、
精品民宿、咖啡屋、乡村俱乐部

为核心的红墟坊新业态区，村内
相关从业人员月均收入达 4500
元左右。

“工作何必去远方，家乡就是
好地方。”在陇门客栈，记者看到

“管家”杨喜华正忙着为前来住
宿的旅客办理入住手续。在深
圳打工漂泊 23 年后，他于 2015
年返回家乡，加入陇上行生态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办起了民宿。
在他的带动下，陆续有 8 位在外
打工的村民选择返乡创业。

红培研学文化路

4 月的茅坪，翠竹吐绿，杜鹃
争艳。在这绿意盎然中，却有一
抹红色格外亮眼。

“快！跟上队伍，前面就是终
点了。”坝上村内，一群身着红军

服、头戴红军帽、肩跨红军包的
大学生们，正体验着红军急行军
的场景。一旁的村民肖富民，正
在准备学员的红军餐，脸上难掩
笑意。因病致贫的他，正是靠着
参加村里红军餐接待后实现脱
贫。“最多时一年共接待游客800
余人次，纯收入有 1.5 万元，再加
上自己种植的油茶、猕猴桃，一
年收入超过3万元。”

2013 年，坝上村利用辖区的
步云山红军练兵场、红四军军部
等革命旧址，与全国青少年井冈
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对接，打造
了“红军的一天”特色体验课。

做活红色资源的，远不止坝
上村。在挑粮小道的起点源头
村，建起了红军挑粮小道景区，
修缮了毛泽覃创建的“乔林党支
部”旧址，靠着当年挑粮一根扁
担，也吃上了“红培饭”。“目前全

村有32户农家从事红军餐接待，
2019 年售出红军餐达 1.5 万份，
每户年收入超 1 万元。今年，借
着党史学习教育的东风，村里红
色培训迅速回升，前来参学的团
队不断。”源头村党支部书记兼
主任谢晶说。

产业兴旺富民路

农，天下之大业也。在深挖
红绿资源的同时，茅坪镇仍不忘
巩固提升传统农业。

瑶背村锦绣黄桃基地内，百
余亩的黄桃逐渐成型。技术管
理人员肖阳辉正忙着查看黄桃
长势，“通过科学种植，基地内的
黄桃亩产可达三四千公斤，年收
入近百万元。”

为增强造血功能，发展富民

产业，该村引进了挑粮小道生态
农业公司，通过流转撂荒地、认领
托管等多种模式，发展黄桃产业。

脱贫户曾云光自 2016 年在
黄桃基地务工后，他家的生活水
平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我家不仅
买了农用车和面包车，家用电器
也是一应俱全。在基地工作既能
照顾老人小孩，又能增收致富，日
子是越过越甜。”曾云光笑着说。

近年来，通过引进大户规模
种、鼓励群众分户种，茅坪镇已
发展黄桃 6800 亩，太空莲 600
亩，猕猴桃530亩，形成了富民产
业全面开花的新格局。

4月7日正午时分，阳光刺破
团团云雾，犹如八角楼那永不熄
灭的灯光，穿越近百年时空，温
暖巍巍五百里井冈，照亮 540 万
吉安儿女的幸福小康路。

八角楼的灯光照亮幸福路
井冈山报记者 罗来刚

◀神山村新颜。图片由茅坪镇提供

▲神山村农村住房旧貌。图片由茅坪镇提供

◀上接1版
清华大学主楼二层，展示了学

校近年来重点教学科研成果。习
近平听取了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助力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
高地建设、提高人文社会学科教育
研究水平等情况介绍，对清华大学
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习近
平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发展道路，充分发挥科研优
势，增强学科设置的针对性，加强
基础研究，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并
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提出新观
点、构建新理论，努力构建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在主楼二层大厅，习近平看望
部分老教授、中青年骨干教师代表
并同他们亲切交谈。习近平感谢
在教学科研岗位上默默耕耘、辛勤
奉献、作出突出贡献的老师们，向
老教授们表示敬意，勉励中青年教
师继续在教书育人和科研创新上
不断有新进步。他强调，清华大学
秉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
深化改革、加快创新，各项事业欣
欣向荣，科研创新成果与国家发展
需要丝丝相扣，展现了清华人的勇
毅和担当。面向未来，清华大学要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
服务国家作为最高追求，把学科建
设作为发展根基，把深化改革作为
强大动力，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坚
强保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位于校园西北部的西体育馆，
是清华早期四大建筑之一。在馆
内篮球场，校篮球运动员正在进行
训练。习近平走进体育馆，同他们
亲切交谈，并在体育荣誉室察看历
史照片、实物展览，了解体育馆保
护利用、学校继承发扬优良传统、
开展体育教育等情况。习近平表
示，重视体育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传
统，希望同学们发扬好清华大学的
优良学风和体育传统，坚持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国建设
的栋梁之才。

11 时 20 分许，习近平来到清
华大学西体育馆后馆，出席师生代
表座谈会。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
旭、校长邱勇、土木系教师聂建
国、公管学院教师梅赐琪、工物系
应届博士毕业生孙启明、人文学院
二年级本科生李润凤分别发言。
习近平认真听取他们的发言，现场
气氛轻松、热烈。

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
话。他指出，清华大学诞生于国家
和民族危难之际，成长于国家和民
族奋进之中，发展于国家和民族振
兴之时。110年来，清华大学深深
扎根中国大地，培育了爱国奉献、
追求卓越的光荣传统，形成了又红
又专、全面发展的教书育人特色，
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培养了大
批可堪大任的杰出英才。这是一

代代清华人拼搏奋斗、勇攀高峰、
争创一流的结果。

习近平强调，清华大学的发展
历程，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
生动缩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高等教育走过了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的极不平凡历程，办学规模、培
养质量、服务能力实现历史性跃
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高等教育与祖国共进、与时代同
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的高等
教育体系需要有一流大学群体的
有力支撑，一流大学群体的水平和
质量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水平
和质量。一流大学建设要坚持党
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
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抓住历史机
遇，紧扣时代脉搏，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
发展格局，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
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
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更好为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

习近平强调，追求一流是一个
永无止境、不断超越的过程，要明
确方向、突出重点。要培养一流人
才方阵。建设一流大学，关键是要
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想国
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
之所需，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
力这个重点，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
根本任务，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构建一流大
学体系。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有
机整体，其内部各部分具有内在的
相互依存关系。要用好学科交叉
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
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
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
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
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
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要提升原
始创新能力。一流大学是基础研
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
源地，要完善以健康学术生态为基
础、以有效学术治理为保障、以产
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
为目标的大学创新体系，勇于攻克

“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强
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要坚持开放合作。加强国际
交流合作，主动搭建中外教育文化
友好交往的合作平台，共同应对全
球性挑战，促进人类共同福祉。

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青年是
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
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广大青
年要爱国爱民，从党史学习中激发
信仰、获得启发、汲取力量，不断
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做中国
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树立为祖国
为人民永久奋斗、赤诚奉献的坚定
理想。要锤炼品德，自觉树立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
心，加强道德修养，明辨是非曲直，

增强自我定力，矢志追求更有高
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
要勇于创新，深刻理解把握时代潮
流和国家需要，敢为人先、敢于突
破，以聪明才智贡献国家，以开拓
进取服务社会。要实学实干，脚踏
实地、埋头苦干，孜孜不倦、如饥似
渴，在攀登知识高峰中追求卓越，
在肩负时代重任时行胜于言，在真
刀真枪的实干中成就一番事业。

习近平强调，教师是教育工作
的中坚力量，没有高水平的师资队
伍，就很难培养出高水平的创新人
才，也很难产生高水平的创新成
果。大学教师对学生承担着传授
知识、培养能力、塑造正确人生观
的职责。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
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
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要研
究真问题，着眼世界学术前沿和国
家重大需求，致力于解决实际问
题，善于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
理论。要坚定信念，始终同党和人
民站在一起，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习近平离开学校时，操场上、
道路旁站满了师生，大家纷纷向总
书记问好，齐声高喊“总书记好”、

“学长好”，高呼“祖国万岁”、“清
华加油”，习近平满怀深情地同大
家挥手致意，掌声、问候声在校园
里久久回荡。

丁薛祥、孙春兰、陈希、蔡奇及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参加有关活动。

中科院一博士论文“致谢”走红

昨日，他回信了！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

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二十二载求学路，一路
风雨泥泞，许多不容易。如梦一场，仿佛昨天一家人
才团聚过。”

近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一博士论文的致谢
部分在网上刷屏。作者黄国平回顾自己如何一路走
出小山坳、和命运抗争的故事，打动了大批网友。

4月19日，黄国平发文讲述自己成长经历，向网
友留言和朋友关心表示歉意和谢意。他在文中称，
网络流传的致谢是被人节选后发布到网上的，现将
完整版本附后（隐私相关的敏感信息已被隐藏）。

黄国平自述，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先后就读于
炬光小学和大寅镇中学；2004 年升入仪陇中学，
2007 年在绵阳南山中学复读；2008 年进入西南大
学，2012年本科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硕博连读，导师为宗成
庆研究员，并在2017年 7月毕业。现就职于腾讯人
工智能实验室（腾讯 AI Lab），继续博士期间确定的
研究课题，持续向目标靠近。

黄国平表示，作为众多从大山中走出来的学生
之一，受益于国家、政府、学校、社会以及老师和爱心
人士的帮助，才能走到今天。信的最后，他表示，目
前科研工作繁忙、精力有限，网上的留言与讨论，朋
友的问候与关心，很多无法回复，在此致以诚挚的歉
意和谢意。“祝愿大家努力终有所成！”

这封回信再次引发了网友共鸣，许多人留言称：
“他把苦难写成诗”“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

（宗和）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严禁变相建设地铁、轻轨
新华社北京 4月 19日电（记者 谢希瑶 安蓓）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9日说，我国将强
化规划引导和约束作用，明确国家级中长期、五年
发展规划和区域性铁路发展规划体系。强调既有
高铁能力利用率不足 80%的原则上不得新建平行
线路；规范城际、市域（郊）铁路发展，严禁变相建设
地铁、轻轨。

孟玮在当天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4月份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截至2020年底，全国铁路运营
里程已达14.6 万公里，其中高铁近3.8万公里，铁路
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
的支撑作用。但是，铁路建设中也暴露出片面追求
高标准、重高速轻普速、重客运轻货运、重投入轻产
出等问题，亟待得到妥善解决。

孟玮强调，日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部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铁路规划建设
工作的意见》，提出合理确定标准，明确了时速 350
公里、250 公里和 200 公里及以下不同速度标准铁
路的规划建设条件；分层落实中央与地方、政府与
企业建设责任；有效控制造价，明确城际和市域
（郊）铁路建设规划调整要求；创新投融资体制，全
面开放铁路建设运营市场，加强土地综合开发，促
进铁路运输业务市场主体多元化和适度竞争；防范
化解债务风险，妥善处理存量债务、严格控制新增
债务，多渠道增加铁路建设资本金来源，建立健全
铁路债务风险监测预警机制。

我国首个火星车名称
将于今年中国航天日公布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19日电 我国首个火星车名
称公布，月球样品首次离京展出……19日，国家航
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1 年中国航天日诸
多看点。

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吕波介绍，本届
中国航天日的主题是“扬帆起航 逐梦九天”，由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航天局、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承办，南京理工大学协办。

今年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将由开幕式、国际月
球科研站宣介会、第四届中国航天大会等 20 余场
系列活动组成。其中4月 24日将举办开幕式，国家
航天局将发布我国首个火星车名称，公布 2021 年

“中国航天公益形象大使”。
“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各有关部委、各地方、航

天企事业单位以及有关高校、社团，将举办科学讲
堂、航天展览等约 300 项活动。一批航天展馆、航
天设施、实验室、车间等也将集中向社会公众和大
中小学生开放；一批院士专家走进大中小学校园，
为青少年做科普宣讲。”吕波说。

4 月 27 日至 5 月 5 日，中国航天科普宣传周暨
“航天放飞中国梦”科普活动将在南京举行，一批重
大航天工程航天器模型、实物展品将与公众见面，
特别是月球样品实物、嫦娥五号返回舱、降落伞等
实物将首次在京外展出。其中，4 月 27 日至 30 日
为学生团体预约参观，5月1日至5日社会公众可预
约参观。

4 月 19 日 ，五 菱 新 能 源 敞 篷 车 宏 光 MINIEV
CABRIO 亮相上海车展。

当日，以“拥抱变化”为主题的第十九届上海国
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正式启
动。低碳环保的新能源车型成为各大厂商在展会
上的明星产品，受到参观者的关注。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上海车展开幕

“天上的北斗亮晶晶，八角楼的灯光通通明。毛委员就是那掌灯的人，照亮中国革命的万里程。”这首歌谣，从 1928 年开始，井冈
儿女便传唱至今。

90 多年前，井冈山茅坪镇茅坪村八角楼，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一根灯芯的如豆微光下，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在茫茫黑夜里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春风送暖入屠苏。2016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井冈山视察时，留下了“作示范、带好头”的殷殷嘱托。近年来，井冈山人民始终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于 2017 年脱贫“摘帽”。

茅坪，也因八角楼灯光的照耀，走上了乡村旅游生态路、红培研学文化路、产业兴旺富民路，实现了“从红色资源到红色经济，从
美丽生态到美好生活”的转型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