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16日在

北京揭晓。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
的《北上》、陈彦的《主角》、李洱的《应物兄》5部长篇小说获
得该项殊荣。

据悉，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将于10月中旬在北
京举行。

《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发表

从源头消灭恐怖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16日发表《新
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

白皮书说，新疆是中国反恐、去极端化斗争的主战场。
一段时期，新疆深受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之害，人民生
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新疆坚持标本兼治，打击与预防相
结合，通过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开展职业技
能教育培训工作，着力消除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滋生
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动多发频发势头，
最大限度保障了各族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等基
本权利，取得了反恐、去极端化斗争重要阶段性胜利。

白皮书指出，实践证明，新疆开展教培工作，有效消除
了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切实
保障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发展权，不仅使
新疆实现了社会稳定， 也有力维护了地区安全和稳定。这
一做法完全符合国际社会反恐、去极端化的基本精神和基
本原则，完全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

白皮书强调，新疆开展教培工作，目的在于从源头上消灭
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完全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之举。

白皮书说，新疆将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继续遵循《联
合国全球反恐战略》（60/288）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
计划》（70/674）等文件精神，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原
则，不断完善教培工作，为保障新疆各族人民的各项基本
权利，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不懈努力。

征信服务收费标准
将大幅下调

国家发展改革委16日宣布，大
幅下调征信服务收费标准。此次征
信服务收费标准总体降幅近50%，
预计每年可为用户节省成本支出
约7.4亿元。

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7月26日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第
一次全体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 会后，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与会代表并合影留
念。已是耄耋之年的朱再保就坐在总书
记身旁。

朱再保曾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
战争的老兵。1953年7月13日，金城战役
打响。战场上，他火线入党。此役，朱再
保所在部队仅30多人幸存。

1966年，时任某团侦察股股长的朱
再保被诊断为胃癌，被安置到岳阳军分
区干休所休养。

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朱再保早已
看淡生死， 但他牢记火线入党时的诺
言：“战友们用生命完成使命。如今我还
活着，哪怕生命只有一个月，也不能枉
过一天。”

1978年3月， 一直与绝症斗争的朱
再保走进干休所附近一所中学，义务打
扫厕所，从此走上了一条坚持做社会公
益事业之路。

时间长了，朱再保和学校师生熟悉
起来。他常给学生讲红色故事，带领学
生到岳阳楼景区捡垃圾，铲除街头巷尾
的“牛皮癣”。后来他成了学校的校外辅
导员。几年后，他受邀成为全市校外总
辅导员。

41年来， 朱再保组织全市青少年，
在环保、扶贫、救灾、助学、助残等多个
领域积极开展公益行动。他发现岳阳楼

区不少残疾人生活十分困难，就动员学
生帮助改善残疾人生活。他带头救助了
2万人次贫困孩子上学， 捐建了全市第
一所“希望小学”。

1986年，洞庭湖区气候反常，湿地
生态破坏严重，部分物种消失，引起了
朱再保的关注。

“环境保护，教育为本；环境教育，
青少年为重。”朱再保说。

从此，朱再保把公益事业的重点放
在了环境保护上。

播撒绿色种子， 践行环保理念。30
多年来，朱再保以全市在校青少年为服
务对象，先后开展环保知识普及、湿地
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接轨全球环保
等“十大教育系列”400多项环保主题教
育与实践行动， 累计开展8000万人次
的环保主题教育， 编写了150多万字的
宣传材料，印刷600多万份免费资料。

2001年3月，他创办了湖南省首家
环保民间组织———岳阳市环保志愿者
协会。 目前，10万名青少年加入这个协
会。2015年3月，岳阳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被中宣部、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授予
“全国环保志愿服务示范团队”。

多年来 ， 朱再保总是一身旧军
装，骑着单车，为他的环保梦风里来
雨里去。

为保护东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候
鸟安全越冬， 他发动环东洞庭湖5县
（区）50万名湿地使者， 开展“护鸟、护
鱼、护水、护一切生物、不网捕、不毒杀、
不买卖、不食用洞庭鸟类”等行动，组织
捐粮40吨，救助受灾鸟类。

1999年，他响应团中央号召，发动
全市青少年开展“保护母亲河行动”。在

华容县幸福乡五公里临长江大堤外侧，
植防洪林1500亩20万株， 成为3.2万名
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林。2003年，他
拿出环保奖金并积极协调社会捐助，在
铁山水库毛田畔植护水林600亩。后来，
他又两次捐出奖金，发动12所中小学学
生植树3000亩45万株。2013年，他荣获
第六届全国“母亲河奖”。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朱再保对环保公益事业无比慷慨，对自
己却是无比“吝啬”。他的一件衬衣穿了
30多年。从1983年至今，他一直住在干
休所4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冲厕所的水
来自老伴收集的洗衣、 洗脸、 洗脚、洗
菜、淘米水，夏天每月电费没超过50元，
几乎不开空调。

因在环保领域的突出贡献，朱再保
被誉为“洞庭湖湿地保护的先驱”和“中
国民间环保第一人”， 成为湖南省一张
响亮的环保名片。2016年， 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表彰了这位中国环保志愿者。

朱再保的善举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赞誉。这些年，他荣获的国际国内各
级各类奖励超过250项，奖牌、奖杯、奖
章上百件。

今天，在洞庭湖畔的岳阳市王家河
公园内，有一座身穿旧军装、胸前挂着
20� 多枚勋章的老人塑像格外引人注
目，塑像的原型就是朱再保。

“环境保护关系民族兴衰。我是一
个老兵，有义务、有责任保护我们的地
球，保护我们的环境。”尽管年事已高，
但朱再保仍如年轻战士那般， 保持着
战斗的激情， 奔走在社会公益事业的
道路上。

（新华社长沙8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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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就农村公路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建好、
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对农村公路助
推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寄予了殷切期
望。“四好农村路” 建设热潮在全国掀起，农
村地区“出行难”问题得到显著改善。

沿着一条条连接十里八乡的农村公
路，农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条“脱贫路”“致
富路”“幸福路”。“四好农村路”为广大农
村地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也为党在基层
凝聚了民心。

路通，一通百通

虽然不舍，74岁的蒋世学还是“退
休”了。

过去20年, 他一直在四川省凉山州
布拖县冯家坪村和云南省巧家县鹦哥村
交界的金沙江上开溜索。人畜、油盐、砖
瓦， 甚至摩托车， 鹦哥村的几乎所有物
资，都是他操作溜索从对岸运过来。

金沙江上的这条“鹦哥溜索” 全长
480米，距离江面270米，两岸的绝壁陡如
刀削，往返其间，令人生畏。2018年7月，
此处“溜索改桥”工程正式竣工；今年6月
底，大桥到村庄的引道全面竣工，两岸百
姓出行不再靠溜索了。

建起了桥， 鹦哥村村民张雄将建房
计划提上日程。“以前买一袋水泥， 从县
城到溜索处运费要2块5，过溜索1块5，卸
货搬到家门口再加3块，总共是7块。先不
说要跑多少趟， 建个房子光运费就要上
万块。”张雄说，现在好了，货车一口气运
到家，费用省了一大半。

多少年来，溜索一直是金沙江、雅砻江
沿岸群众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如今，凉山
州7个溜索改桥项目已全面建成， 各族群众
告别“溜索时代”，迎来“大桥时代”。

镜头转至海南。 昌江黎族自治县霸

王岭深处的王下乡，因为森林茂密、天然
隔绝，过去被称为“失联”的乡镇，有的村
民从未走出过大山。一旦遇上台风，通往
山外的明望桥必定被淹没，甚至冲垮。

2016年， 昌江实施农村公路生命防
护工程，建成了能抗风防洪的新明望桥，
新拓宽了通外公路。

上个月，村民林明正愁山鸡卖不掉，
王下乡乡长杨荣辉对他说：“你去镇上卖
吧，我已经跟饭店老板说好了。”林明第
二天便拉一车鸡到镇上， 果然被抢购一
空。当林明攥着厚厚一叠钞票来道谢时，
杨荣辉笑道：“我根本没和谁说好， 有了
公路就不愁好销路！”

路顺，一顺百顺

眼下， 位于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
漠河市西林吉镇黑山村， 脱贫户王景才
家的瓜果大棚里，西瓜、香瓜已经熟透，
每天都有顾客从县城前来采摘、购买。

“多亏了这条路！”65岁的王景才感
叹，以前村子到县城的路，许多都是马爬
犁和人在草甸子、泥地里压出来、走出来
的，上县城卖菜一趟得走三四个小时。

如今，村里修通了水泥路，通上了公交
车，到县城只要半个小时。“许多村民坐着公
交去县城卖菜，城里人也坐着公交到农村买
菜、观光。”黑山村驻村第一书记张丛伦说，
一些村民瞅准了商机，开办起了农家乐。

北方的路不好建， 也不好养。“我们
这儿有一句话，叫‘三步一换土’，每隔一
段土的情况都不一样，常年冻土层也多，
经常发生沉陷等问题。”漠河市交通运输
局农村公路管理站段长王庆武说， 为了
农村发展，再重的担子也要扛起来。

公路通了， 农村发展产业的天地更
加广阔了。

行驶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
镇乡村旅游公路上，6米宽的水泥路面十
分整洁，两旁的黎族特色民房别致好看。

“这是全省最宽的乡村道路。”昌江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卢维说， 这条路四通
八达， 将七叉镇的各个乡村和木棉花观
景点连在一起。

31岁的黎族姑娘洪雯霞看到家乡飞
速变化，辞掉海口的工作，回到家乡搞起了
乡村旅游，运营不到两年就收回了成本。

“从羊肠道到泥巴路，从水泥路到旅
游路，家门口的这条路越来越宽，乡亲们
的致富路越走越顺。”洪雯霞说。

路好，一好百好

有了道路的保障，仅2018年，凉山就
在彝区10县302个村实施彝家新寨住房
建设21353户， 同步配套村内基础设施、
环境和社会事业建设，全年共有500个贫
困村退出、19.94万贫困人口脱贫。

四川凉山州盐源县藤桥乡麻柳村自

从通村路修好之后，兴起建房热。一辆辆
运输建材的货车往来不绝， 但路上却很
少看到遗落的石子或建渣， 不时还能看
到路过的村民捡起路上的垃圾。

“自己的路自己修，自己的路也要自己
护。”村民刘世银对记者说，当时听说要修路，
大家觉得有奔头了， 都去投工投劳。 路通之
后，大家也很珍惜，当起保护村道的监督员。

“过去我们村人均年收入只有1500多
元，硬化路修好之后能达3000元以上。”藤
桥乡麻柳村村委会主任刘世华说， 农村路
成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助推器”，也成为
密切干群关系的“润滑剂”，大家都愿意跟
着村两委在脱贫路上加油干。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形成好风
气———“四好农村路”， 给大凉山深处的
各族群众带来新生活、新产业、新面貌。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
底，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04万公里，
占全国公路总里程的83.4%， 其中等级公
路比例达到91.3%， 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
制村通硬化路率分别达到 99.64%和
99.47%，通客车率分别超99%和9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戴东昌说，交通
部门将加快推进撤并建制村、 抵边自然
村、云南“直过民族”和沿边地区20户以
上自然村通硬化路等建设， 今年底前实
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
2020年底前实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客
车。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四好农村路”：

通向幸福，通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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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再保：

从参战老兵到“中国民间环保第一人”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保群众用药需求
和减轻负担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16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运用市场化改革办法推动实际
利率水平明显降低和解决“融资难”问题；确定加强常用药供
应保障和稳定价格的措施，确保群众用药需求和减轻负担。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今年以来有关各方
积极努力，全社会综合融资利率水平总体稳中有降。要继续保
持这一态势，特别是面对当前形势，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坚持用改革办法， 促进实际利率水平明显下降， 并努力解决

“融资难”问题。一要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在
原有1年期一个期限品种基础上，增加5年期以上的期限品种，
由各报价银行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方式报价。 二要促进
信贷利率和费用公开透明。严格规范金融机构收费，督促中介
机构减费让利。三要多种货币信贷政策工具联动配合，更大发
挥担保体系作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确保实现年初确定
的降低小微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1个百分点的任务目标。四
要加强对有订单、有市场、有信用企业的信贷支持，确保不发
生不合理抽贷、断贷。五要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强化正向激励和考核督导，引导银行积极拓展市场、创新业务
模式、改进业务流程，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会议指出，建立健全基本药物、急（抢）救药等常用药保
供稳价长效机制，事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是重大民生关切。
要在已有工作基础上，针对部分常用药出现短缺、价格不合
理上涨的问题，一是完善药品采购政策。加快药品集中带量
采购和使用试点扩面。二是强化医疗机构用药管理，促进基
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 提高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和二级、三
级公立医院基本药物配备品种数量占比。 三是加强预警应
对，搭建短缺药品信息采集平台，实施药品停产报告制度，推
动医疗机构设置急（抢）救药等库存警戒线，建立健全短缺药
品常态储备机制，确保群众基本用药需求。四是强化药品价
格常态化监管和价格执法，对不合理涨价的依法依规督促尽
快纠正，必要时采取公开曝光、中止挂网等措施。

新华简讯

香港警方拘捕5名
涉嫌串谋侮辱国旗者

据香港警方16日介绍，警方拘
捕5名涉嫌串谋侮辱国旗者。

据悉， 香港警方在14日及15
日，分别于旺角、马鞍山、深水埗、牛
头角、黄大仙，以涉嫌串谋侮辱国旗
拘捕4男1女， 年龄介于20至22岁。
警方从疑犯住所带走了计算机、电
话及衣物等物品，以做进一步调查。

（均据新华社8月16日电）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决赛前24小时：
克服生理周期，破纪录夺冠

“蹬腿，注意节奏……”
8月15日傍晚， 距离邵阳市二中学

生夏思凝在二青会打破女子100米栏全
国少年纪录，过去不到24小时。在太原
市红灯笼体育场训练场的一个角落里，
记者好不容易找到夏思凝和教练赵学
军。

聊起前一日爱徒“轻松”破纪录的
过程，赵学军悄悄地告诉记者：“其实她
昨天是例假第二天，上场前还跑了两趟
厕所。”惊讶之余，记者看向正在一旁热
身的夏思凝，她抿嘴点了点头，透露出
女运动员的艰辛与无奈。

“这种特殊情况， 我开始还是有
点担心， 但到第3个栏我就放心了。”
赵学军介绍， 夏思凝属于典型的比赛
型运动员， 投入比赛快， 虽然出发速
度一般， 但胜在节奏好、 后程快， 一
般到第三、 四个栏开始甩开对手。 当
晚的决赛， 邵阳妹子克服了生理周期，

领先第二名近1秒夺冠。
作为带了30年田径队的基层老教

练， 赵学军在4年前的市运动会上“看
中”夏思凝，“我当时就是带着项目（女
子100米栏）去挑人的，她参加的是跳远
项目，我见她身材条件不错，尤其是身
上那股劲特别吸引我，直觉告诉我‘就
是她了’。”

赵学军的直觉，不仅让他多了个得
意门生，同时也多了个“女儿”。“吵架、
冷战都有过，但她更多时候会在我面前
撒娇、 逗乐，16岁的小姑娘心思可多
了。”正说着，结束慢跑的夏思凝许是听
到了什么，向教练和记者做了个鬼脸。

决赛后24小时：
一下子“火”了，赶紧冷下来

短短的13秒30，让这对师徒一下子
“火”了———16岁女飞人？未来女刘翔？
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堆“高帽”，赵学军有
些急了：“千万别头脑发热！我一直在这
方面特别‘压’她。”

其实，夏思凝的成名本可以更早。今
年5月的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上，她以

13秒53的成绩夺得冠军。“我当时就担心
她飘，所以拒绝了所有媒体采访，回到邵
阳也很低调。”赵学军的良苦用心，成功
换来了夏思凝0.23秒的进步。

决赛后的这24小时，国家青年队以
及清华、北大田径队的教练已开始打听
这名来自邵阳的高中生。 赵学军坦言，
破纪录是赛前就预想到的，所引发的关
注也有心理准备。“但孩子还小，怕她心
理上受影响。至于练专业和读书选哪条
路，还是等她到了高三再说吧！”

值得一提的是， 夏思凝的突破，还
引起了日本田协的关注，夏思凝的夺冠
成绩比日本少年纪录快了0.09秒。

8月23日， 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将
在长沙举行， 夏思凝将与日本选手直
接较量。 “是的， 二青会后她就会赶
回长沙参加中日韩比赛， 虽然年龄比
对手小两岁， 但还是有希望夺冠。” 赵
学军说， 虽然二青会为矮栏 （约76厘
米）， 中日韩比赛是高栏 （84厘米），
但她都驾驭得很好。

记者离开时，夏思凝已经开始了高
栏的适应训练。

（湖南日报太原8月16日电）

夏思凝破纪录前后48小时二青会羽毛球项目收官

湖南女队独揽3金
湖南日报太原8月16日讯 （记者 蔡

矜宜）今晚，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羽毛
球项目比赛全部收官， 湖南羽毛球女队
展现强劲实力，独揽体校甲组女单、女双
和女团三项冠军。

3天前，湖南队在体校甲组女团比赛
中夺得金牌，为单项比赛开了好头。今天
率先进行女双决赛，湖南队魏雅欣/坑姝
良以21比15、21比17战胜福建队陈龙珠/
何欣颖夺冠， 这一金虽然次序上为湖南
队第二金，但实际意义等同于第三金。因
为晚上进行的女单决赛为湖南队“内
战”。最终17岁新星周萌以2比1击败师姐
魏雅欣，获得女单冠军。

男子方面， 小将刘亮本次比赛选择
升组挑战，16岁的他杀入甲组男单决赛。
面对国家青年队队友、江西选手李诗沣，
刘亮先下一城后心态出现波动， 最终被
对手连扳两局，遗憾摘银。在社会俱乐部
组方面， 来自长沙市郡鹰青少年俱乐部
的姚文迪获得一枚铜牌。

今天的击剑赛场， 湖南选手万潇忆
获得社会俱乐部甲组女子佩剑个人金
牌。

外交部：

坚决反对
美售台武器计划

� � � � 针对美国政府正推进对台出
售80亿美元F-16V战机一事，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16日表示，中方坚
决反对，已就有关动向向美方提出
严正交涉。“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
规定，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
和安全利益。”华春莹说。

爱国情 奋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