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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天津市蓟州区山村的聂鹏几年前在
班主任的建议下， 去了一所中职学校学
习数控专业。之后，他参加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并且拿到较好名次， 顺利进入
高职深造。毕业后，他被滨海新区一家知
名企业录取， 凭借高超的技术水平和负
责的职业精神，顺利升职加薪……

“职业教育为我打开一扇窗，只要奋
斗，世界同样精彩。”如今，聂鹏对当初的
选择充满自豪和感激。

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甘肃考察时
说：“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作支撑，这
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 需要大批大
国工匠。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无数
个聂鹏成长、成才的故事，在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中，生动演绎。

一个“技工”的打开方式
俄罗斯，喀山，世界技能大赛现场。
当地时间8月27日晚，在俄罗斯喀山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上， 焊接项
目第一名揭晓， 代表中国出征的中国十
九冶员工赵脯菠夺得焊接项目金牌，实
现中国在世技赛该项目上的三连冠。

这个1997年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会理县一个小村庄里的小伙子，从
小性格内向、腼腆。初中毕业后，带着中考
失利的些许失落，赵脯菠来到攀枝花技师
学院学习技能。他想起曾经在城市建筑工
地上看到的闪烁着刺眼光芒、四处飞溅的
焊花，于是选择了焊接专业。

也曾面对失败，也曾心中有心魔，但经
历过无数次的锻炼和挑战后， 赵脯菠总结，
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坚韧的意志、顽强的拼
搏，就能让蝴蝶飞过沧海。从2016年开始，他
连续获得全国和国际性比赛的好成绩，2019
年1月，还获得“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这次在喀山世界技能大赛赛场，在总
时长18个小时的比赛中，赵脯菠完成了组
合件、压力容器、铝合金结构和不锈钢4个
模块的焊接，以93.53分夺冠。

跟赵脯菠一样怀揣梦想的， 还有分
布在全国多所职业院校里的在校生。

职业院校广大学子心里越来越踏实：
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 绘就一幅办好新时代职业
教育的顶层设计和施工蓝图；“双高计划”

“1+X证书”制度试点、产教融合型企业等
一批重点项目和试点启动……未来社会
地位更高、就业前景更好、收入将更多。

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开着大型农药喷雾机， 行驶在广袤

无垠的草原上，王延华心情格外舒畅。
但在此之前，草原上鼠害、虫害频繁发

生，生态退化严重，远不是现在这般模样。
变化的根源，可以回溯到甘肃省山丹培

黎学校。 这所最早由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于1943年
创办的学校，奠定了山丹乃至河西地区现代
职业教育、工农业、医疗卫生的基础。

1987年，王延华正是在这所学校接受
的职业教育，成为农学专业的第一届学生。

在一些人的认识里，农学可能相对“低
端”，但如果把百姓需求、市场发展和职业教
育紧密结合起来，“低端”也能顺利升级。

2004年前后，山丹县的大麦种植出
现大面积条纹病。王延华通过专业所学，
多方了解市场供应，想尽办法解决。几年
下来，大麦条纹病就彻底从山丹消失了。

消灭了条纹病，王延华还发明了轻型
便利包衣拌种器， 极大地提高了种子包衣
效果。随后，王延华还以独特的配方，先后
推广了山丹大面积发生的葵花锈病防治。

教育部数据显示，在现代制造业、新兴
产业中，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
校，职业院校毕业生成为支撑中小企业集聚
发展、区域产业迈向中高端的产业生力军。

脱贫攻坚的“金钥匙”
甘肃省庄浪县柳梁乡51岁的农民苏

毛子，是乡亲们口中的勤快人，他种庄稼
肯下力气。但即使“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以前日子依旧紧巴巴。

上面照顾四个老人， 底下养着一个
小子两个姑娘， 每年苏毛子土里刨食挣
的那点儿钱，给孩子们交学费都费劲。

但这还不是最难的， 更让苏毛子揪
心的是，自己的儿子苏鹏兄，性格内向、
腼腆，学习成绩一般，眼看成不了“坐办
公室的”了，会不会也像自己一样，即使
不偷懒，到头来还是个贫困户？

打破苏毛子担忧的，就是职业教育。
2015年9月， 苏鹏兄来到了天津中

德应用技术大学， 进入航天器制造技术
专业学习。三年的刻苦努力，在找工作时
有了回报。苏鹏兄经过层层选拔，进入了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
分公司，成为一名职业技术员。

“现在我儿子一个月工资六千多，顶
我过去一年挣的钱了。”年过半百，苏毛
子头一遭在乡亲们面前如此扬眉吐气。

很少有一种方式能像职业教育这
样，在助力脱贫攻坚、打破贫困代际传递
上，能收到如此立竿见影的效果。中职免
学费、 助学金分别覆盖超过90%和40%
的学生，高职奖学金、助学金分别覆盖近
30%和25%以上学生； 近三年来，850万
家庭的子女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了拥有第
一代大学生的梦想；无数贫困家庭，通过
职业教育实现“培养一个学生，解决一个
就业，脱贫一户家庭”的目标。

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职业
教育将让更多青年人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
价值的双赢。

（据新华社天津9月2日电）

让蝴蝶飞过沧海
———职业教育在关怀中演绎精彩故事

� � � � 新华社澳门9月2日电 2日出版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公
报》刊登了特区终审法院关于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结果的审
核决定，确认此次选举的总核算结果，公布贺一诚当选为澳门
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

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已于8月25日举行，贺一诚作
为唯一候选人获得392票，得票率达98%，当选为特区第五任行
政长官人选。按照法律程序，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总核算委员
会须向澳门特区终审法院递交总核算结果， 由终审法院作出确
定裁判。8月27日，特区终审法院院长对选举结果进行了确认。

根据澳门基本法，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
表性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依法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任期五年。

贺一诚当选为
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

《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公布

下期奖池：2971122369.40（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38 4 1 0
排列 5 19238 4 1 0 3 1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9102 05 10 15 19 31 03+0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0

10000000 10000000

00

新华社记者

� � � �七十年峥嵘岁月，七十年铸就辉煌。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从今天起，新华社与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联合推出专栏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以图文等报道形式，回顾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新中国走过的70年非凡历程，重温一个个载入
史册的重大事件、重要时刻，呈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昭示中华民族阔步迈向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今天推出第一篇———

� � � � 1949年9月30日， 刚刚闭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
主席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
此站立起来了。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
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
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委员宣布就职。

下午3时，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
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第一面
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
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历程。

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接着
举行阅兵式。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以连为单位
列成方阵，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由东向西行进，分列通过
天安门前。刚刚组建的人民空军的14架战斗机、轰炸机和
教练机，在天安门广场凌空掠过。

阅兵式持续近3个小时，结束时天色已晚，长安街上华
灯齐放，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的游行队伍高举红旗，纵情
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

当天，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中城市都举行了热烈的庆
祝活动。10月1日这一天，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新中国的成立，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重大历史
性事件， 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
碑，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编者按

新中国诞生

———新中国峥嵘岁月

� � � �近日，网上有消息称“非洲猪瘟中
试苗、自家苗、走私苗”已在国内部分
地区养殖场（户）投入使用，引起公众
关注。记者日前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农
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负责人。

� � � � 答： 非洲猪瘟疫苗
的研制历来是一个世界
性难题。截至目前，包括中
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还没
有一个批准上市销售使
用的非洲猪瘟疫苗。

从我国疫苗研发进
展情况看，目前各研究单
位进展不一，其中进度最
快的也仅处于中试工艺

摸索和产品质量研究以
及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
等阶段，农业农村部尚未
批准其开展临床试验研
究。因此，目前市面上只要
出现“非洲猪瘟中试苗、自
家苗、走私苗”，按照《兽药
管理条例》 规定,�都是非
法疫苗，均应按假兽药处
理。

�市面上所谓“非洲猪瘟疫苗”均为非法

� � � �问：目前我国是否有批准上市的非洲
猪瘟商品化疫苗？

1.

� � � � 答： 兽用疫苗是用
于预防动物疫病的一类
特殊商品， 必须确保其
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

所谓“非洲猪瘟中
试苗、自家苗、走私苗”，
既缺乏系统的试验研
究，更没有通过科学、客
观、严格的评审评价，其
安全性和有效性无法保
证， 特别是活疫苗可能
存在不可预知的生物安
全风险。养殖场（户）如
使用这样的疫苗对生猪

进行免疫， 不仅可能达
不到免疫预防效果，更
有可能因非法免疫接种
导致猪群感染并引发疫
病传播。

此外， 从制苗毒株
与我国流行毒株的匹配
性看， 我国的非洲猪瘟
流行毒株属于基因II型，
盲目引进国外基因I型疫
苗毒对我国生猪进行免
疫接种， 势必导致我国
非洲猪瘟病毒流行状况
更复杂。

问：使用非法疫苗有何危害？

非法疫苗或引发疫病传播2.

� � � �答：根据《兽药管理条例》规定,� 生
产、销售、使用“非洲猪瘟中试苗、自家
苗、走私苗”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必须予
以严厉打击。今年年初，农业农村部已
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切实加强兽用疫苗
监管，严厉打击非法制售使用“自家苗”
等非法兽用疫苗。

其中，对持有兽药生产、经营许可
证的兽药生产、经营者，依法顶格处罚，
吊销兽药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终身不得从事兽药
生产经营活动；对无兽药生产许可证生
产非法疫苗的，彻底捣毁“黑窝点”，依
法顶格处罚， 没收生产设备和违法所
得；对兽药使用单位，明知是假疫苗或
者未经审查批准即生产、 进口的疫苗，
仍然非法使用， 依法予以顶格处罚。同
时， 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畜
牧兽医主管部门在查处中发现相关违
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公安机
关。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问：如何打击非法制售使用
“自家苗”等非法兽用疫苗？

严厉打击非法疫苗3.

� � �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香港9月2日
电(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特派香港报道
组)9月2日是香港的开学日，然而，这次的
开学注定不平静， 因为近期不断有激进分
子煽动学生罢课。 湖南日报特派记者在黄
楚标中学，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

建校17年的黄楚标学校位于香港东
涌。 上午10时， 开学典礼在学校礼堂举
行，全校6个年级共450余人参加。开学仪
式分升旗礼、致训词、介绍教职员工、颁
发奖学金、唱校歌等环节。

“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我们每一位同
学，希望同学们学有所成，将来贡献社会，
参与国家的大发展。”在“开学第一课”的讲
台上， 校长黄锦良回顾了中华民族的百年
屈辱史，他说，如今我们可以抬头挺胸说自
己是中国人，拥有安全、稳定、舒适的学习
环境，希望每一位同学有感恩之心。

黄锦良满怀深情地说， 每位同学把学
校当成一个大家庭，像家人一样相亲相爱，
互相尊重，和谐共处，学会包容，珍惜每一
件物件和每一个人， 不要破坏，“心存更多
善意和爱，因为爱可以化解很多矛盾。”

然而，当升旗仪式开始时，记者听到礼
堂外有人大声唱歌闹事。 礼堂内的学生捂
耳皱眉，抱怨说，“学长好吵!”据现场一位老
师介绍，外面喊口号、唱歌闹事的很多都是
往届生。由于对地形比较熟悉，闹事者在最
靠近礼堂安全门的地方呼喊， 对礼堂内造
成影响，但同学们秩序井然。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许振隆校长表示，
希望新学年开始，学生都能好好学习，明辨
是非。学校始终是学习的地方，一切都按既
定程序处理，无论是开学礼、升旗礼等均会
如常进行。如果有学生试图响应政治团体呼
吁罢课，学校会依从教育局指引处理。

学生喊话非法示威者：
你们好吵!

开学第一天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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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傅汝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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