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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 （记者汪涌 姬
烨）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吉祥物17日正式发布，
北京冬奥组委将从10月5日起，在每月第一个星期
六的“特许上新日”在全国各实体店和官方网店，陆
续推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特许商品。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
“雪容融”时尚、可爱的形象一经发布，即受到热烈欢
迎。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接受采访
时介绍，这两个吉祥物特许商品将从 10 月 5 日的

“特许上新日”开始陆续推出，首批将推出吉祥物徽
章和文具等特许商品，吉祥物玩具将可在官方网店
接受预订。根据工作安排，还将在年内发行吉祥物
纪念邮票和邮品。

右图 这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
墩”（左）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 新华社发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吉祥物
特许商品10月 5日起上市

1948 年 2 月，中央从苏联进口拖
拉机在北大荒垦地种田，黑龙江省委
在北安举办拖拉机手培训班。梁军很
快报了名。经过刻苦学习，梁军不仅
学会了开拖拉机，还掌握了拖拉机检
修等。

梁军开着拖拉机奋斗在北大荒，
一日三餐吃在地头，抢节气、争进
度、保生产。经过媒体的报道，梁军
的名气迅速传开。受她影响，许多女
同志立志学开拖拉机，并前来支援北
大荒建设。于是，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的12位姑娘组成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
拉机队，梁军是第一任队长。当时，
驾驶着拖拉机耕耘在黑土地上的女子
拖拉机手，成为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
的榜样。

1958 年，国产拖拉机诞生，梁军
兴奋地开着国产拖拉机的情景，出现
在第三套人民币的壹元纸币上。特别
是近些年被确认这位人民币上的女拖
拉机手就是她之后，梁军再度成为家
喻户晓的人物。对此，梁军说：“人民

币上的女拖拉机手以我为原型，那是
新中国妇女的代表。希望我能成为青
年的榜样，让他们都能够继承北大荒

精神，发扬北大荒精神。”
许多了解梁军的人都说，梁军的事

迹正是那段波澜壮阔开发建设北大荒

的真实写照，鼓舞着新一代建设者们继
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保持开拓进取
的坚定信心，创造出新的业绩。

1952 年，梁军以优异成绩考入北
京农业机械化学院。1957 年初，大学
即将毕业的梁军再次投身北大荒建
设。经过大学学习，梁军打下了坚实的
农机专业理论基础，逐渐完成由一个拖
拉机手向农机专家的转变。

回到黑龙江后，梁军长期负责黑龙
江省及哈尔滨市农机技术，制订技术管
理规程，编制地方的农机发展规划，在
开发新技术、应用现代化管理科学新方
法等高级技术方面很有建树。

1990年，梁军从哈尔滨市农机局
总工程师岗位上离休。作为新中国第
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堪称新中国农
民和农机事业实现现代化的标志性人
物。“在党的培养下，我成为一名女拖
拉机手和农机科技人员，为祖国的发
展强盛、为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作了
一些贡献，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
梁军说。

梁军：为建设“北大荒”不懈奋斗
本报记者 苏大鹏

1949 年，马万水来到河北龙烟铁
矿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马万水跟工
友们一起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用铁
锤、钢钎，带领工友14次创造黑色金属
矿山掘进全国纪录；所探索的一整套矿

山快速掘进经验，被推广至全国；带出
了一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团队，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开凿工艺史上的奇迹……
马万水把自己的美好年华奉献给了新
中国矿山事业。

龙烟铁矿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宣化，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恢复生产的大
型铁矿。当年，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
懂技术的干部和工人到矿上工作，马万
水由北京门头沟煤矿调来任掘进五组
大组长，兼工区技术指导。

当时，龙烟铁矿巷道坍塌，蒿草丛
生。马万水带领工友在废墟中找来几
根生了锈的凿岩钢钎和锤头，砍了几根
树干当锤把，肩扛手抬运碴，开始了第

一班生产。
1950 年 6 月，马万水率领的掘进

五组用铁锤、钢钎的手工操作，月掘进
石英岩巷道 23.7 米，首创黑色金属矿
山掘进全国纪录。当年，马万水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掘进五组被龙烟铁矿正
式命名为“马万水小组”。

在实践中，马万水认识到，加快矿
山建设，光靠拼体力是不行的，必须把
苦干、实干与巧干结合起来。

1953 年，“马万水小组”承担了开
凿庞家堡矿第一平峒的任务，马万水提
出了平巷掘进一次推进法，大大提高了
平峒掘进速度；1958 年初，“马万水小
组”在巷道施工时，遇见了罕见的坚硬

岩石——大白石英岩，他带领工友们反
复研究、认真摸索，利用岩石的节理、层
理和裂隙，创造出了十多种不同的“掏
槽法”。

在马万水的带领下，“马万水小组”
在不断创新中壮大。小组刚成立时只
有 18 人，1956 年增加到 100 多人，先
后进行了数百项工艺技术革新。马万
水带领掘进队成为全国黑色冶金矿山
乃至全国冶金战线学习的榜样。

1961年8月12 日，马万水因病逝
世，年仅 38 岁。在生命最后之际，他
仍对矿山生产念念不忘，嘱咐工友们：

“要永远争先进，把党给咱们的红旗保
持住。”

马万水：永争先进的“矿山铁人”
本报记者 宋美倩

1956 年起，由于社会主
义改造的急促完成，一些社
会矛盾突出起来。中共中央
和毛泽东指出要警惕和防止
干部特殊化，酝酿开展全党
整风。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发
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明
确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
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
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
题。毛泽东的讲话为全党整
风作了思想发动。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
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
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
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
动。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
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
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
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
批评和建议。

但在整风过程中，有极
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

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
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
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
导。这种情况引起党的警
惕。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
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
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
生变化。全国规模的疾风暴
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猛烈地开
展起来，直到 1958 年夏基本
结束。

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
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
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
扩大化，把一大批人错划为

“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好同
志、好干部和同党长期合作的
朋友。许多同志和朋友因而
受了长期的委屈、压制和不
幸，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
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
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经过全面拨乱反正，被错
划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
改正。

（新华社电）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
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
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
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
和超过英国的目标以及“苦
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
口号。

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
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
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
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
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
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大
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
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
国范围内展开。

“大跃进”追求工农业生
产和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
并推动生产关系急于向所谓
更高级形式过渡。

8 月 17 日至 30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作
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问题的决议》。会后，“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
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
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

“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为了完成钢铁生产任务，
全国城乡掀起轰轰烈烈的全
民大炼钢铁群众运动。与此
同时，全国农村出现了人民公
社化运动高潮。很多地方不
顾实际地宣布人民公社为全
民所有制，并试点“向共产主
义过渡”。

1958 年秋冬之间，中共
中央和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
开始觉察到运动中出了不少
问题，从 11 月起，领导全党
着手纠正错误。形势开始向
好的方面有所转变，但“左”
倾错误没有彻底纠正。在
1959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庐山
会议后期，又错误地批判了
彭德怀等人，随后开始了“反
右倾”斗争，造成整个形势的
逆转。

党从良好愿望出发，力
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
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新
的局面。但由于决策本身
的失误和执行中的偏差，急
于求成的努力不仅没有达
到预期目的，反而遭受到重
大的挫折。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本报讯 记者赵登华报
道：《学习时报》创刊 20 周年
座谈会日前在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举行，来自中央和
国家机关、中央主要新闻单
位、地方党校（行政学院）的同
志以及作者代表、读者代表等
百余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者认为，20 年来，
《学习时报》 自觉服从服务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跟党
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步
伐，深切关注当代社会变革
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深入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深入宣传阐
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坚持用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引导
思想舆论，很好发挥了党的
思想理论建设阵地和意识
形态重要阵地的作用。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把
鲜明的思想旗帜举得更高，
坚持“党报姓党”，在宣传
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上不断达到
新高度，在推动广大党员
干部学习成长上不断达到
新高度。

本报杭州 9 月 17 日电
记者周明阳报道：2019

浙江·台湾合作周 17 日在
浙江杭州开幕。作为浙江与
台湾重要的经贸交流综合性
平台和品牌活动，此次合作
周展现“共享机遇·融合发
展”理念，重点聚焦新经济
新产业合作和创新发展，突
出对接数字经济“一号工
程”，服务长三角一体化战
略实施，推进经贸、青年、
文化、农业等交流合作，优
先同台商台企台胞分享浙江
发展新机遇。

开幕式上，与会嘉宾共同
见证了去年合作周项目推进
情况发布和2019年新项目签
约。共签约项目 32 个，总金

额 4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6.8%，其中，杭州主场签约 9
个项目。

据悉，本次合作周按照
“1+3+X”方式实施，“1”是指
杭州主场活动；“3”是指宁
波 、温 州 、嘉 兴 专 场 活 动 ；

“X”是指其他市及省级有关
单位，举行相关专题交流合
作活动。合作周期间，浙江
各地将先后举办智能制造、
跨境电商、医疗健康、科技、
文化创意、青年创业、乡村振
兴、摄影展、网络文学等 50
多场专题活动，进一步推动
台商台企与国家长三角一体
化战略、浙江“四大平台”建
设实施的对接和融入，打造
台胞筑梦家园。

新华社天津9月 17日电 （记者
张建新） 16 日至 17 日，“时代新人
说——我和祖国共成长”演讲大赛“青
春力量”主题赛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

此次“青春力量”主题赛事是
“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演
讲大赛第二阶段系列赛事的第 8 场，
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共
青团中央等遴选出的32名高校青年师
生代表最终进入预赛和决赛。选手们
通过讲述自己和身边人的青春故事、

奋斗故事，展现了一代代青年与祖国
共奋进、与时代共成长的生动画面，
在高校师生中传递了深厚的爱国情怀
和蓬勃的青春力量。

决赛现场，有从大学校园毅然参军
入伍、请缨冲到抢险救灾一线的反恐烈
士之子，有因左臂患残疾被遗弃却从不
向命运低头、永远在阳光中奔跑的运动
员，有祖孙三代有梦就追、理想从不迟
到的励志故事，有团团小姐姐直抵心灵
的“温暖青听”，有和平时期戍边卫防的

青春守望，有研究生支教团燃起的烛光
里的希望……娓娓道来的讲述，让在场
观众和广大网友感受到新时代青年的
梦想与力量。

经过激烈角逐，7位评委现场打分，
来自南开大学的阿斯哈尔·努尔太、山
西大学的高思恩、北京体育大学残奥冠
军班的谭玉娇 3 名选手获得金奖，4 名
选手获得银奖，5名选手获得铜奖。获
得金奖的3名选手将参加今年11月举
行的全国总决赛。

据悉，“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
共成长”演讲大赛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
院国资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
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人民日
报社共同主办，包括劳动筑梦、绿水青
山、建党初心、青春力量等多场主题赛，
旨在通过演讲比赛的形式，在全社会大
力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昂扬
旋律。

从“和风细雨”到“急风暴雨”

“ 急 急 忙 忙 往 前 闯 ”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民健身
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体育产业在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体
育产业要素保障，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
热情，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
性产业，让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成为一种
生活方式。

《意见》提出了 10 个方面政策举
措。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释放发展
潜能。深化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改革，

制定体育赛事活动办赛指南、参赛指
引，推进公共体育场馆改革，推动公共
资源向体育赛事活动开放。二是完善
产业政策，优化发展环境。落实已有税
费政策，完善体育无形资产评估制度，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三是促进体育消
费，增强发展动力。优化体育消费环
境，出台鼓励消费政策，开展促进体育
消费试点，实施全民健身行动，探索实
行学生运动技能标准达标评定制度。
四是建设场地设施，增加要素供给。优
化体育产业供地，鼓励利用既有设施改
造及合理利用公园绿地、市政用地等建
设体育设施，组织实施全民健身提升工
程，挖掘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潜力，

建立体育场馆安保等级评价制度。五
是加强平台支持，壮大市场主体。研究
设立由政府出资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
中国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建设体育产业
发展平台，推动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六
是改善产业结构，丰富产品供给。提升
体育服务业比重，支持体育用品制造业
创新发展，推动体育赛事职业化，支持
校际体育赛事发展，加快发展冰雪产
业，大力发展“互联网＋体育”。七是优
化产业布局，促进协调发展。打造体育
产业增长极，差异化发展区域特色体育
产业，推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
马拉松、自行车等系列体育赛事。八是
实施“体育＋”行动，促进融合发展。推

动体医融合，开展运动促进健康指导，
鼓励体旅融合，实施体育旅游精品示范
工程，加快体教融合，引进专业人员和
机构等为学校体育课外训练和竞赛提
供指导。九是强化示范引领，打造发展
载体。鼓励建设体育服务综合体、运动
休闲特色小镇，加强体育产业基地建设
与管理，探索体育产业创新试验区建
设。十是夯实产业基础，提高服务水
平。要加强体育产业人才培养，完善体
育产业统计体系。

《意见》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强化
责任落实，加强协同联动，各地区要建
立相关协调机制，强化政策衔接，确保
时效。

国办印发《意见》

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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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江·台湾合作周在杭州开幕

“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演讲大赛“青春力量”主题赛举行

梁军（前右）。 新华社发

马万水（1923—1961）。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