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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的海洋里成长

教师节祝福“点亮”外滩

——记“海洋”全俄儿童中心接收汶川地震灾区儿童疗养十周年
九月的叶马尔湾深邃幽蓝，波光
点点。
坐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郊区的
“海洋”全俄儿童中心，宛若一艘洁白的
帆船，面朝大海，拥抱来自世界各地的
孩子。
十年前，一群来自四川等地震灾区
的孩子曾在这里接受疗养。一双双原
本天真烂漫的眼睛，在灾难中蒙上阴
霾。
“ 海洋”敞开怀抱，为这群孩子擦去
泪水，抚慰伤痛。离开时，一双双眸子
洗去灰尘，渐渐变得澄澈安宁。
十年后，应着声声海浪的呼唤，几
十名已经长大的他们重返这片爱的海
洋。目光里，多了温暖和笃定，满含感
恩与希望。
他们的故事，讲述着中俄友好的深
情厚谊，
更展现着跨越山海的人间大爱。

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在儿童中心
礼堂，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孩子：
“你们都
是中俄友好事业的传播者、建设者和接
班人，你们开辟了中俄人文交流与合作
的新途径。”
正是中俄领导人的共同关怀、惦念
和行动，
让
“海洋”
的故事成为中俄友谊的
一段佳话，化为孩子心底的美好回忆。
那是怎样五光十色的 21 天呀！太
多新奇体验，太多难忘记忆，
“每一天都
是那么新鲜，充满希望，就像盛在白色
瓷碗里的红菜汤。”
23 岁的薛雪至今保留着当年兴趣
课上做的相框。第一次游泳、第一场滑
冰，第一首俄语歌……每天都那么充实
有趣，随时被呵护宠爱，心里踏实又幸
福。有小伙伴吃不惯面包黄油，第二天
餐桌上就多了面条和辣椒酱。
“冰淇淋和
巧克力特别好吃，
那个胖了8斤的小孩就
人间大爱“海洋”见证
是我。”
她露齿大笑，眼睛眯成一条线。
走进“海洋”中心餐厅，一幅幅中国
青川县女孩尹泓燕在地震中失去
儿童疗养期间的照片格外醒目。生动 外婆，眼中满是忧伤。辅导员每天陪她
的面孔、灵动的眼神，定格一段段温暖 散步聊天，把自己的贝壳项链挂在她脖
的记忆。
子上。一场精彩演出过后，她看到老师
2013 年 3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 的黑眼圈才知道，他们熬夜排练节目，
俄罗斯期间，曾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想带给大家欢笑。她抱住老师哽咽说
的讲台上讲起“海洋”的故事：汶川地震 “谢谢”，在日记中写道：外婆，你放心走
后，
俄罗斯第一时间向中国伸出援手，
邀 吧，我又学会笑了……
请灾区儿童前往远东等地疗养。2010年，
沐浴在爱的海洋里，这群中国孩子
他曾访问“海洋”全俄儿童中心，
“ 中国 们逐渐走出阴霾，恢复生命的元气，获
孩子亲身体会到了俄罗斯人民的友爱 得宝贵的精神财富。分别那一刻，紧握
和善良，这应验了大爱无疆这句中国人 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泪光中，他们与俄
常说的话……”台下听众为之动容。
罗斯老师和小伙伴们相约：十年后，回
时间回到 8 年前的那个初春。时 到“海洋”
相聚。
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俄期间专程前
“我们会回来的。因为我们是‘海
往“海洋”，深情致谢：你们精心呵护，细 洋’的孩子。”
心照料灾区小朋友，让他们忘记悲怆，
架设心桥 点亮梦想
重建心灵家园。
受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邀
“海洋”儿童中心流传着一个漂流
请，1500 名来自四川等地震灾区的孩子 瓶的故事，述说着中国孩子与“海洋”绵
于 2008 年、2009 年分两批赴俄疗养，其 长而奇妙的缘分。
中一半以上前往“海洋”。
2008 年结束“海洋”之旅时，一个小
习近平拿起中俄儿童共同制作的 男孩把心愿装进漂流瓶，投入大海。4
小帆船，凝望着照片里携手作画的孩 个月后，中心老师在海边捡到一只漂流
子，不禁感叹：中俄友好的种子在他们 瓶，里面写着：
“我爱俄罗斯……”

宁都起义的领导人——季振同

美报揭美政府官员密会委反叛军官

新华社石家庄 9 月 6 日电 （记者
许苏培）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由
像季振同这样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
换来的。”季振同烈士祖籍所在地河
北沧县狼儿口村党支部书记张淑芹
表示，人们应不忘国耻，学会珍惜，沿
着革命先烈的足迹前行，把革命精神
传承下去。
季振同，1901 年 5 月出生于河北
沧县。1919 年春，赴北平谋生，深受
当时五四运动的影响，立志做一名
爱国军人，同年进入冯玉祥部队，后
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 年
10 月 ，他 跟 随 冯 玉 祥 参 加 了 推 翻
贿 选总统曹锟的北京政变，驱逐满
清废帝溥仪出宫，深受冯玉祥器重，
先后由排长逐级晋升至旅长。1926年
9 月，参加冯玉祥部五原誓师，任国
民联军第 14 师师长，参加北伐战争。
1931 年，季振同任国民党第二
十六路军第 74 旅旅长。九一八事变
后，他明确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方
针和“剿共”政策，多次向 74 旅官兵
讲话表示：
“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
们不当亡国奴，我们要自强，雪国耻，
收复国土和主权！”
“ 我们要有勇气，
回北方去，坚决抗击日军去！”他领头
联名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回北方与
日军作战。蒋介石则严令二十六路
军继续“围剿”红军，
“ 侈谈抗日者杀
无赦”。这更加激起季振同等二十六
路军官兵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策
的不满。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与党组织的
推动下，1931 年 12 月 14 日，季振同与
赵博生、董振堂、黄中岳等一起，发动
了著名的宁都起义，率领二十六路军
1.7 万名官兵弃暗投明，被改编为红
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中革军委任命季
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萧劲光为红
五军团政治委员。
起义后不久，季振同即向党中央
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32
年 1 月，由朱德和周恩来介绍，经党
中央批准，
季振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整编训练，
红五军团开赴前线，投入到反“围剿”
作战中，先后参加了赣州、龙岩、漳
州、水口等重要战役。特别是水口一
战，红五军团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拼
杀，表现了极其英勇顽强的战斗作
风。红五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
劲旅，作为军团总指挥的季振同功勋
卓著，屡建奇功。
1932 年 8 月，由于党内“左”倾错
误的影响，季振同被误定为反革命分
子，入狱监禁。1934 年 10 月，中央红
军长征前夕，季振同被错杀于江西省
瑞金县叶坪村，牺牲时年仅 33 岁。
1981 年 12 月，纪念宁都起义 50
周年时，
《人 民 日 报》
《解 放 军 报》
先 后 发表了萧劲光
等老同志的文章，对
季振同的革命功绩
进 行了公正评价，予
以平反。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8 日电
（记者朱东阳）美国多家媒体 8 日
报道，特朗普政府曾数次同一些
委内瑞拉军官举行秘密会晤，听
取他们推翻马杜罗政府的计划。
《纽约时报》当天援引两国知
情官员的话说，
会面于去年和今年
在第三国举行，
委军方人士向与会
的美外交人员要求提供技术设备
支持，以谋求在委实施政变并
扶持建立一个过渡政府，直至举
行新的大选。但美方最终没有提
供支持，随着多名委参与人员此
后被捕，政变计划也宣告失败。
《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等也证实了这一消
息，并援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发言人加雷特·马奎斯的话说，
美国倾向于推动委民主“和平有
序”地回归。
委内瑞拉与美国的关系自
1999 年查韦斯任总统后一直处
于紧张状态。2017 年以来，美国
以“民主和人权”问题为由不断
扩大对委经济和金融制裁。美
国总统特朗普去年 8 月曾表示，不排除
对 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委政府则
强烈谴责美国干涉委主权的行为，并批
评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攻击性言论。

2014 年，
“ 漂流瓶”的主人、北川男
传承友谊 扬帆远航
孩席浚斐重新回到“海洋”身边。他获
这段时间，
“海洋”
儿童中心喜气盎然。
得奖学金，在时任“海洋”中心主任马尔
在中心成立 35 周年之际，
一些曾经在这
佐耶夫的帮助下赴俄留学。
里疗养的灾区孩子即将重返
“海洋”。
“在‘海洋’的经历，让我对未来有
十年之约，梦想成真。
了希望，有勇气面对各种未知。”迎着海
儿童中心老师科乌洛娃和同事忙
风远眺，23 岁的席浚斐眼神沉静，显现
碌 着 ，筹 备 着 ，期 盼 与 中 国 孩 子 们 重
出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他感慨，正是当
聚。教室的展板上贴着红色剪纸和书
年的 21 天，
才有了如今的圆梦之旅。
法作品，不时可见的中国元素提醒人们
这名远东联邦大学的大四学生打
铭记这份情谊。
算读完研后返回家乡。
“ 我们这一代要
对科乌洛娃而言，十年前的一切恍
肩负起发扬和传承中俄友谊的重任。”
如昨日：
孩子们刚来时不敢跟人对视，
低
十年间，
“ 海洋”之爱，指引这些孩
头沉默的样子让人心疼。老师们制定专
子发现自我，寻找生命的意义。在中俄
帮助他们
“找到本该属于孩
双方共同关爱呵护下，他们茁壮成长， 门疗养计划，
。十年后，
她要看
开启美好人生；当年播种心间的中俄友 子的快乐和无忧无虑”
看孩子们长高了多少，
模样变了没有。
谊种子，如今已是枝叶繁茂。
千里之外的四川，22 岁的蔡文晴正
24 岁的董璐眼神温暖，笑容甜美，
在争分夺秒苦练俄语。她要用俄语向
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小学外语老师。
当年儿童中心的“临时小翻译”，如今有 “海洋”的老师们讲述这些年的成长，表
了更强的责任心，想让更多孩子“通过 达内心的感恩。
曾任俄罗斯教育和科学部副部长
语言看到更广阔的天地，架起沟通中外
的先秋林感叹，
接待中国灾区儿童赴俄
的友谊桥梁”。
疗养，
早已超越帮助孩子身心康复这一
24 岁的德阳小伙肖宇挎着相机，
“在中国孩子们心中
干练成熟，如今是什邡一家报社的记 意义，更重要的是，
者，热心公益和志愿服务。当年的辅导 播下中俄友谊的种子，如今已经生根、
员玛莎点亮了他的人生理想：做记者， 发芽、开花、结果。”作为中俄友谊的亲
记录世界的真善美，当志愿者，帮助他 历者、见证者、传承者，他们正把这份真
人。
“ 如今，我通过努力实现了心中的 爱不断延续和传递。
心灵的相通，情感的相依，让中俄
梦想。”
“海洋”之爱，是中俄友谊历久弥坚 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更加坚实，为双
的见证，是人文交流硕果累累的缩影。 边关系的深入发展提供精神支撑。两
俄罗斯民众没有忘记，别斯兰人质事件 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和亲身躬行，为促进
后，中国政府邀请受害儿童前往中国康 人文交流、延续世代友好注入强大动
复疗养，悉心照料；
“ 海洋”中心师生多 力。欧亚大陆上两个国土面积最大的
次受邀访问中国，受到热情接待；继中 邻居，并肩走过风雨，心怀共同梦想，携
俄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青年友好交 手迈向未来。
“任时光流转，让记忆永存。我们
流年、媒体交流年之后，双方迎来地方
会忠于朋友，我们心灵彼此相通。这难
合作交流年的精彩开篇……
‘海洋’
啊！
”
当年，
一个中国孩子离开
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曾用“松竹 忘的
前，在留言簿上写下真情告白。
相依”
形容俄中世代友好的美好意象。他 “海洋”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水滴，聚成涓涓
曾说，要保证两国友谊后继有人，必须
汇入中俄友好的江河海洋。在这片
从现在就着重建设“俄中友好接力棒工 细流，
程”
。这样，
今天种下的幼苗才会像松树 广阔的蔚蓝中，
中俄关系的大船，
正劈风
一样巍然屹立，像竹子一样牢牢扎根。 斩浪，
扬帆远航。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周以栗：热血铸丰碑
新华社长沙 9 月 7 日电 （记者刘良
恒）在长沙城北、
湘江东岸，
望城区桥驿镇
丁家村一处道路旁，有一座很不起眼的
老房子，革命英烈周以栗就出生在这里。
周以栗，1897 年 10 月出生于湖南省
长沙县桥头驿九福乡（今望城县桥驿镇）
一个佃农家庭。长沙师范学校毕业，曾
在周南女校等当教师。期间，周以栗认
识了徐特立、何叔衡等，并通过他们认识
了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
年，周以栗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 年春，周以栗任国共合作的国
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省党
部中共党团书记，参与统一战线和工农
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作。五卅运动发生
后，周以栗以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负责
人之一，领导了长沙市的罢工、罢市、罢
课和示威游行。
1926 年，周以栗任国民党湖南省党
部组织部秘书、青年部部长，参与组织领
导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1927 年
初，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到武汉筹办国民
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后任农讲所教
务主任。
大革命失败后，周以栗回到湖南，任
中共湖南省委军事部部长。不久赴上海
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留在上海担任党
中央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编辑。
1927 年底，周以
栗任中共河南省委
书记。在严峻的白
色恐怖形势下，他临
危不乱，大力恢复发

展党的组织，领导发动农村武装暴动，在
中原大地点燃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的熊熊烈火。
1928 年 4 月 15 日，周以栗在开封被
捕。凶残的敌人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皮
肉。周以栗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遍体是
烧烙的伤痕。但他宁死不屈，始终坚守
共产党员的气节，严守党的机密。1930
年 1 月，经党组织营救，周以栗获释出狱。
出狱后，周以栗任中共中央长江局
军事部长，1930 年 9 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
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 10 月任红一方
面军总前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参加了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二次反“围剿”斗
争。1931 年 6 月，周以栗被增补为苏区中
央局委员，担任中共闽赣边界工委书记。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
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
开，周以栗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
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同时，他
还兼任红军总前委组织部长，红军中央
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红中社负责
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
笔等职。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周以栗
因 病 不 能 随 大 部 队 行 动 ，党 组 织 决 定
安 排他去上海治病。11 月，在转移途中
被国民党军包围，突围时壮烈牺牲，时年
37 岁。
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文化站站长谢
晓付告诉记者，周以栗故居目前是区一
级文物保护单位，望城区已经立项，将重
修周以栗故居。

9 月 9 日，上海外滩地标亮灯庆祝教师节，来自同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的学生
现场向敬爱的老师献上祝福。
新华社发

■新华时评

严格也是厚爱，请对老师少一些苛责

教师被誉为人类最崇高的职业之
一，但近年来教师“管学生”引发的家校
冲突并不少见，导致一些教师对“熊孩
子”不愿管、不敢管，
“教师难当”成为许
多教育工作者的心声。放纵对下一代
的成长绝非幸事，让教师放下思想包
袱，敢于严格要求，也可以成为给即将
到来的教师节送上的一份礼物。
教育就要立人。青少年时期是学习
知识、
培养健康人格最重要的阶段，
学校
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教育载体，在传授
知识的同时，也担负着引导孩子形成积
极向上观念的重要职责。教师常被称为
“园丁”
——如果把传道授业解惑比喻成
浇水、施肥、松土，
“修枝剪叶除虫”就对
应着指出错误、
提出批评、
进行约束。
然而，现实难题是孩子都是家长的
心头肉，有些独生子女更被宠成了“小
皇帝”
“ 小公主”。这种情况下，有些正
常的批评教育也被视作身心伤害、故意
刁难，甚至发生学生殴打教师、家长大
闹学校，影响恶劣。
教者尧舜，不教者桀纣。现代教育
提倡尊重孩子的个性，但尊重个性不是

放任自流。中小学生的规矩意识、自律
意识、社会观念还处于养成阶段，越是
少不更事，越需要家校配合，帮助匡正
错误。孩子犯了错，在家有父母批评，
在校接受教师的约束，将来进入社会才
会遵纪守法，避免付出惨痛的代价。
知识和技能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把
受教育者培养成怎样的社会角色、
具备怎
样的素质才是根本。倘若教师畏首畏尾，
对不配合教学、
扰乱课堂秩序、
暴力欺凌
他人的行为一味含糊应付，
任这些学生目
无法纪，才是对他们和其他无辜者的伤
害。避免对孩子一味溺爱与纵容，
对教师
合理的批评教育、
严格要求多一些理解和
支持，
让孩子心存敬畏、
明确底线，
懂得有
所为有所不为，
才是真正的厚爱。
另一方面，
有关部门需建立更加科学
的教学管理制度，
既对学校和教师正当的教
学工作进行保护，
也要确保学校和教师严
守职业道德和规范，
坚决杜绝讽刺、
殴打
学生等恶意行为发生，
真正做到
“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
从而让正面激励与严格要求
有机结合，
为青少年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
营造良好氛围。
（新华社济南 9 月 9 日电）

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工作规定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日前，
公安部就《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工作规定》
（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草 案 规 定 ，公 安 民 警 依 法 履 行 职
责、行使职权受法律保护，执法活动不
受妨害、阻碍，民警及其近亲属的人身
财产安全不因民警履行职责、行使职权
行为受到威胁、侵犯，民警及其近亲属
的人格尊严不因民警履行职责、行使职
权行为受到侮辱、贬损。
草案明确，民警在依法履行职责、
行使职权过程中或者因依法履行职责、
行使职权遇到下述情形的，公安机关应
当积极维护民警执法权威。这其中包
括：受到暴力袭击的；被车辆冲撞、碾
轧、拖拽、剐蹭的；被聚众哄闹、围堵拦
截、冲击、阻碍的；受到扣押、撕咬、拉
扯、推搡等侵害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受
到威胁、恐吓、侮辱、诽谤、骚扰的；本人
及其近亲属受到诬告陷害、打击报复
的；被恶意投诉、炒作的；本人及其近亲
属个人隐私被侵犯的；被错误追究责任

或者受到不公正处理的；执法权威受到
侵犯的其他情形。
本次公布的草案提出，民警按照法
定条件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对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
损害的，民警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由
其所属公安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
造成的损害给予补偿。
草案还提出，公安机关应当严格依
法依规开展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工作。
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对
民警采取停止执行职务、禁闭等措施，
不得作出免职、降职、辞退等处理或者
处分。
社会公众可登陆中国政府法制信
息 网（网 址 ：http://www.chinalaw.gov.
cn）、公 安 部 网 站（网 址 ：http://www.
mps.gov.cn）查阅草案稿。有关意见建
议可在 2018 年 10 月 6 日前，通过中国政
府法制信息网主菜单“立法意见征集”
栏目提出，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
至 gonganzhifa@163.com。

井冈山大学 60 周年校庆公告（第 1 号）
巍巍井冈襄盛世,滔滔赣江奏弦
歌。2018 年 10 月 28 日，井冈山大学将
迎来建校 60 周年华诞。我们谨向长期
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建设发展的各级
领导、社会各界朋友、海内外校友致以
最诚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60 载耘耕结硕果，几代人培栽育
茂林。学校自 1958 年创办以来，秉老
区传统，扬改革风帆，纳江右魂魄，承
庐陵文脉，特别是 2007 年恢复更名以
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教育
部的重点支持、同济大学的对口支援
和各界朋友、广大校友的关心帮助下，
学校坚持以井冈山精神办学育人，秉
承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凝
练了“广学坚守，勤思敏行”的校训，在
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科学研究、社会
服务、国际合作、师资队伍等方面都取

得了瞩目成绩，综合办学实力和社会
影响力显著提升，为建设特色鲜明的
区域高水平大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忘初心再启航，牢记使命创辉
煌。办学 60 周年是学校发展的重要里
程碑，我们将在 2018 年 10 月隆重举行
建校 6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我们将坚
持“务实节俭、突出学术、彰显特色、注
重结合”
的原则，
突出校友校庆、
学术校
庆、文化校庆，举办以 2018 年 10 月 28
日校庆日为核心的校庆年系列活动。
学校诚挚邀请、
热切期盼关心支持学校
建设发展的各界朋友、
海内外校友拨冗
莅临、同襄盛举，畅叙情谊、共谋发展、
开创井冈山大学发展新篇章！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井冈山大学
2018 年 9 月

贵溪市税务局：多管齐下探索纳税服务新路径

朝鲜举行阅兵集会庆祝建国 70 周年
9 月 9 日，朝鲜在平壤举行盛大阅兵式和群众花车游行，热烈庆祝建国 70 周年。

新华社发

贵溪市税务局自机构改革后，深入
落实“放管服”改革，通过优模式、强素
质、重纪律等举措，持续优化税收营商
环境、提升纳税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不断探索纳税服务的新路径。
优 化 办 税 模 式 ，提 升 纳 税 人 满 意
度。持续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列
出五类 128 项“最多跑一次”清单，对于
符合要求的纳税人，保证在规定时限内
一次性办结。落实“一厅通办”
“一窗通
办”，通办大厅覆盖率 100%，纳税人无论
走进哪家办税服务厅，只需取一个号，
在一个窗口，交一套资料，就能够把所
有业务办完。积极运用网上办税平台，
推进网上预约办税，引导纳税人网上和
实体大厅错峰办税，让纳税人多跑网路
少走马路，实现“一网通办”
。
增强人员素质，提升服务质效。针

对原国地税办税服务厅人员业务差异，
采取分类分级分批培训的方式，以老带
新、以师带徒、交叉实训，推行大厅窗口
人员交流轮岗、业务互学互鉴，提升窗
口人员全流程、全业务操作水平。通过
多种形式，加深业务人员对近期税改政
策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理解与认
识，确保纳税服务落实到位。
规范作风纪律，提升税务形象。明
晰办税服务厅工作人员岗位职责，强化
领导值班制度、导税制度、
“ 首问责任
制”及“预约及延时服务制”，让纳税人
感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办税体验。同
时，严抓日常纪律作风，从工作态度、办
税流程、咨询导税、环境卫生、制服着
装、考勤管理、文明用语、礼仪规范等方
面入手，规范窗口办税行为，展示税务
新风采。
（舒 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