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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西宜春市高铁站出发，约半小
时车程就来到素有“世界温泉健康名镇”
之称的温汤镇。这座拥有800多年历史
的江南小镇，因温泉得名，不仅吸引了五
湖四海的观光客在这里落户定居，更成
为当地百姓致富兴业的幸福家园。

易祖恩，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老温汤
人，谈起改革开放前的生活状况，易祖恩
说，“家中有兄妹8人，在那个吃大锅饭、
挣工分的年代，常常是吃不饱，穿不暖”。

易祖恩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以后，随着分田到户等政策的落实，各
家各户才开始有了余粮。1988年，时任
温汤镇党委委员的易祖恩发现，粮食仓
库的粮食都已经装不下了。进入新世
纪，依托明月山景区以及富硒温泉资源，
当地百姓正式撂下锄头，捧起了旅游“金
饭碗”。

“2000 年，江西宜春明月山温泉风
景名胜区管理局成立，温汤镇由此开启
了从农业小镇向温泉小镇的‘旅游+’产
业转型之路。2015年，江西宜春明月山
旅游区成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温汤
镇迎来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温汤镇
党委书记易玉明说，2017 年，温汤镇接
待游客 800 多万人次，目前 4.4 万常住
人口中，有 1.8 万人是长期定居的异乡
人，不少“新温汤人”很快融入了当地的
朋友圈。

跨越800多公里从江苏南京市搬来
温汤镇养老定居的刘凤英就是其中一
员。“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来温汤旅游，
当时就觉得温汤的空气好，整个小镇的
基础设施完善，考虑了一段时间后我就
决定搬到温汤镇来定居。”刘凤英告诉
记者。

如今生活在温汤的刘凤英，每天都
能吃到当地的新鲜蔬菜，富硒的温泉水直通入户，还能与天南地
北前来定居的朋友们一起泡温泉、聊家常，惬意的小镇生活让她
远在北京的儿女十分放心。

在“新温汤人”涌入的同时，本地人也陆续回乡创业。15岁就
离乡的刘忠开在外奋斗了30年，前两年回到家乡，在温汤镇开了
一家酒店，打造了一个田园综合体，给当地百姓提供了几百个就业
岗位。“回乡创业不仅是因为我对家乡的情怀，也是对温汤未来发
展充满信心。”刘忠开说。

伴随旅游业态不断丰富，温汤镇的旅游从单纯的观光游向多
业态、高附加值方向发展。截至2017年底，温汤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52.5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98万元。“我们正在着力打
造‘富硒+大健康’‘富硒+旅游’的双产业发展体系。”易玉明介绍，
近年来，温汤镇引入企业开发了富硒矿泉水、温泉化妆品，逐步打
造“浴、饮、疗、食、美容”全方位的硒泉康养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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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子侠，1908年出生于江
苏丰县华山镇大史楼村一个贫
苦佃农家庭。1922年，14岁的
范子侠只身流浪到福建，毛遂
自荐给一个副官当勤务兵，后
被送至天津入东北军随营学校
学习。毕业后，他在东北军曾
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

1933 年范子侠加入察哈
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任某部团
长，率部参加克复康保、多伦等
地区对日军作战。

全国抗战爆发后，范子侠
组织抗日义勇军，在河北无极、
藁城、新乐、行唐一带打游击。
1939年6月，范子侠应邀在八
路军 129 师师部与师长刘伯
承、政委邓小平见面。同年11
月，范子侠所部被改编为 129
师平汉游击纵队，范子侠任司
令员。同年底，范子侠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40年范子侠任八路军第
129师新编10旅旅长，率部参
加了百团大战。范子侠素以骁勇
善战著称，能双手用枪。每当作
战时，他手执双枪、左右开弓，弹
无虚发，令敌人闻风丧胆。

1942年2月，日军对太行、
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第2期驻
晋日军总进攻”。2月12日，范
子侠在沙河展开反“扫荡”激战
时中弹牺牲，时年34岁。

文/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
（据新华社电）

范子侠：寒门虎将卫家国

“争自由，誓抗战。效马
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
赫显……”今天，当赵尚志的侄
女赵淑红低沉地吟诵伯父所写
的《黑水白山·调寄满江红》时，
仍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感
到冲天豪气。

赵尚志，1908 年出生于
辽宁省朝阳县。早年投身学
生爱国运动。1925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是东北地区最早
的党员之一。同年冬入广州
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
年回东北从事革命活动。曾
两次被捕入狱，但他严守党
的机密，坚贞不屈。九一八
事变后经组织营救出狱，被
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常委、
军委书记。

1933 年 10 月领导创建北
满珠河反日游击队，任队长。
1935 年 1 月任东北人民革命
军第3军军长。1936年1月任
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总司

令。后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
委会主席、东北抗日联军第 2
路军副总指挥。

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
在率部与敌人作战时身负重伤
被俘，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痛
斥敌人。穷凶极恶的敌人割下
了他的头颅，运到长春庆功，把
他的躯体扔进了松花江的冰窟
中。2008 年 10 月 25 日，在赵
尚志将军诞辰 100 周年时，他
的颅骨才得以安葬于家乡赵尚
志烈士陵园。

文/新华社记者 赵洪南
（据新华社沈阳1月8日电）

赵尚志：拼斗疆场显军威

据新华社青岛1月8日
电 （记者张旭东 萧海
川） “改革开放成就了海
尔。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
今天的海尔，没有改革开放
就没有今天的张瑞敏，我可
能仍是一名普通工人。”改
革先锋、海尔集团董事局主
席兼首席执行官张瑞敏8日
走进青岛理工大学，与师生
面对面交流。

张瑞敏当日演讲的题
目是《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
命——改革开放中的海尔
发展探索》。他从改革开放
使海尔成为世界白色家电
第一品牌、改革开放使海尔
在物联网模式上进入前列、
海尔“人单合一”模式复制
到兼并企业皆获成功三个
维度，讲述了海尔从砸冰箱
到砸组织的创新史。

“砸冰箱主要是解决观
念问题，给员工强烈的视觉
和心理冲击，知道产品质量
和自己联系在一起。”张瑞敏
说，“砸组织则是给所有人搭

建发挥自我最大价值的平台。海尔八万人中我肯定
不是最聪明的，那为什么不能给所有人以机会和平
台，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张瑞敏，成为CEO。”

青岛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一学生姜苏芮
说：“张瑞敏在演讲中提到，创业就像是从悬崖上跳下，
在落地之前组建好一架飞机飞走。这让我深刻认识到创
业的艰难，但作为新时代一名大学生，我想挑战一下！”

近日，改革先锋、践行“工匠精神”的优秀代表许
振超和改革先锋、保卫改革开放和平环境的战斗英
雄韦昌进也走进山东高校，讲述奋斗故事，激励青年
学生勇于追梦。

许振超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宣讲活动中，
用生动的语言、鲜活的事例，向师生讲述了“振超精
神”和“振超效率”，分享了“一钩准”“一钩净”“无声
响操作”等绝活是如何练成的。

“许振超的报告充满了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
精神追求，让我们大学生备受鼓舞。我们要大力弘
扬‘振超精神’，不断学习，勇于创新，成就人生价
值。”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化学工程学院学生刘浩
然说。

韦昌进以《不朽的老山精神》为题，与山东商业
职业技术学院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

“看着大家年轻青春的脸庞，我仿佛看见了当年
的自己。”报告会伊始，朴素、热忱的话语拉近了韦昌
进与大家的距离。从18岁参军入伍到随部队奔赴
前线、从初谙世事的小伙到沉着冷静的老兵，韦昌进
将浸染着血与火的人生经历一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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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1月8日电 （记者杨绍功）“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学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人，发现错误思想不去批判，我就对不
起党，不配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回忆起当
年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初衷，今年
83岁胡福明仍然心潮澎湃。

1976年秋天，“四人帮”倒台，在南京大学哲学
系做教师的胡福明和同事们一起，以饮酒吃蟹的方
式来庆贺，并积极投身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然
而，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的社论提出了“两
个凡是”。“这等于给揭批‘四人帮’的热潮泼了一盆
凉水，等于回到了‘文革’老路子上去。”胡福明当时
很吃惊。

1977年7月，胡福明的妻子因病住院。去陪夜
时，他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

选集》带到医院，在病房走廊里蹲在椅子上草拟文
章提纲。瞌睡了，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躺一会，醒
了再看、再写、再改。五天后，妻子出院了，提纲也
大致写成了。9 月初，胡福明将 8000 字左右题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寄给了《光明日
报》编辑。

后经反复共同讨论和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于 1978 年 5 月 10 日由中央党校内部刊
物《理论动态》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
论员文章公开发表于第一版，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
文章全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于次日全文转
发。同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高度评价为“对于促进全党
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
史意义”。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记者齐中熙） 虽
然只有高中学历，但他编撰的《接触网施工经验和方
法》成为铁路施工一线“宝典”；身高只有1.62米，却
被工友们称为“小巨人”；从一名普通农民工，一步步
成长为知识型工人、全国劳动模范、全总兼职副主
席。他就是巨晓林，逐梦永不放弃、创新永无止境。

2018年，巨晓林带领他的团队又取得两项技术
创新成果。在编印成册的汇报材料中，每一张图纸都
是他一点一线量出来、画出来的。干了30多年的铁路
接触网施工，他刻苦学习，记下了近300万字的笔记；

勇于创新，先后参加过大秦线、京郑线等10多项国家
铁路重点工程建设，创新施工方法114项。

“现在年纪大了，社会活动也多，但我每年至少
要在一线工地干上几个月。我带领的创新团队，每
年至少要取得两项创新成果。”他说。

如何做到每年都取得创新成果？巨晓林告诉记
者，随着时代发展，施工标准、工艺、材料都在变，给
了创新无限的可能。30多年来，从普通铁路到高速
铁路，从人拉肩扛到全机械化操作，“农民工也要勤
学习、懂技术，技术好我们就不会被淘汰。”

据新华社长春1月8日电 （记者孟含琪） 1953
年底，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成立不到两年，在器材和设备
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一位青年人和同事们炼出了新中
国第一炉光学玻璃。

他就是“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他一手筹建的
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是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的前身。直
到如今，王大珩的精神依然是所里科研人员奋斗的
指明灯。

王大珩生于1915年。1932年，17岁的王大珩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王大
珩远赴英国留学。1948年，王大珩放弃国外优越的
研究与生活条件回国。1951年，他受中国科学院邀

聘筹建仪器研制机构。
1975年，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功发射。该

项目对卫星上安装的对地观测相机提出极高要求，
它既要达到较高分辨率，还要经得住自动拍摄的震
动。在国外技术封锁的背景下，王大珩和同事们没
日没夜加班攻克难题，最后如期完成任务。

王大珩倾尽一生发展祖国光学事业。临终前他
只有三个心愿：编写“中国光学的学科发展史”；建立
中国光学科技馆，让更多人了解光学知识；进行光学
名词审定，出版一本光学名词的官方版本。在病床
上，他还坚持起草光学名词审定的报告。

2011年7月21日，王大珩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王大珩：新中国光学事业的“追光者”

巨晓林：铁路施工创新的“小巨人”

胡福明：端正思想路线的“探路者”

“巧夺刀工”“高难度雕花”“传统面塑”……近日，
50位“粤菜师傅”候选人聚集广东东莞市技师学院，用
岭南特色美食材料展开了一场厨艺大赛。大力实施

“粤菜师傅”工程，每年培养1万人次、带动6万人就业
创业，正是广东日前出台的《广东省进一步促进就业若
干政策措施》（简称“促进就业九条”）的系列举措之一。

据了解，“促进就业九条”将从帮助企业降低社会
保险成本和招工费用、加大重点用工企业服务力度、
支持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激励
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帮扶困难企业职工稳岗转岗
等九大方面入手，为面临“就业难”的群体和“招工难”
的企业送上了一份“政策大礼包”。

近日，记者走进东莞市高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只
见来自华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刘全超正在毕业实
习。经过半个多月的培训，他已可以操作世界最先进
的德国五轴联动加工机。

东莞目前有工业企业15.15万家，产业工人510
多万名，随着制造业的升级，就业结构性矛盾十分突
出。如何化解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就业矛盾？类似东
莞市高技能公共实训中心这样的培训机构发挥了大
作用。近年来，该中心紧扣东莞产业升级目标，每年
实训高技能人才超过20万人次。

“促进就业九条”在帮助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就
业方面也拿出了“新招”，通过稳岗位、促培训、增补贴
等政策的“再升级”，精准服务大多数创业者等群体。

“融资难、融资贵是困扰大多数创业者的问题。
创业担保贷款是政府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一招。”广
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广东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与邮储银行广东省分行合作
开展创业担保贷款6年以来，已累计发放贷款41亿
元，成就3万多人的创业梦，带动就业超过15万人。

“招工难、招工费用贵成为困扰广东企业，特别是
传统制造业企业的突出问题。”广东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促进就业九条”对如何缓解企
业“招工难、用工贵”问题，提出了针对性政策措施。

首先，用好广东省内外的劳动力资源。为促进外省
劳动力来粤就业，每年组织200场以上省际劳务对接活
动，并支持外省（区）在粤设立劳务工作站以帮助异地务
工者安居乐业。其次，加大对重点用工企业的服务力度。
对用工量2000人以上或一次性新增用工500人以上
的重点用工企业，建立全程跟踪服务机制，包括设立就
业服务专员，开展定期人力资源需求摸查。最后，培育和
规范人力资源市场。严厉打击“黑中介”“工头”违法操纵
市场，纾解“用工大户”因市场混乱遇到的用工压力。

广东出台“促进就业九条”——

“粤菜师傅”工程纾解就业压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杨

□“促进就业九条”从帮助企业降

低社会保险成本和招工费用、加大重点

用工企业服务力度、支持中小微企业吸

纳就业等九大方面入手。

□“粤菜师傅”工程，每年将培养1

万人次、带动 6 万人就业创业，为“就业

难”的群体送上了一份“政策大礼包”。

□ 广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与邮

储银行广东省分行合作开展创业担保贷

款6年以来，已累计发放贷款41亿元，成

就 3 万多人的创业梦，带动就业超过 15

万人。

日前，游人在江苏泰
州兴化李中水上森林景区
游览。进入冬季，李中水
上森林景区层林尽染、云
雾缭绕、色彩斑斓，美如画
卷 。 该 景 区 占 地 面 积
2000 亩，林木蓄积量 1.25
万立方米，形成“林中有
水、水中有鱼、林内有鸟、
河流回环、水杉林立”的生
态湿地景观。汤德宏摄

水上森林

冬 景 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