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953年10月27日， 新建成的鞍山钢
铁公司无缝钢管厂的汽笛一声鸣响，我
国第一根无缝钢管轧制出来了。 这标志
着我国在向工业国转变的道路上迈出坚
实一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的工业基础
十分薄弱，无法生产这类工业产品。新中
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就是要
优先发展重工业，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

1955年7月， 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
达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这样巨大的

建设投资，是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无法企及的。
“一五”计划极大地调动了各行各业劳

动者的积极性。在新中国工业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的诸多工业产品被制造出来：1954年7
月，“初教5”飞机试飞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
工业由修理阶段跨入了制造阶段；1956年7
月，载重量为4吨的解放牌卡车试制成功，标
志着我国开始独立掌握汽车生产技术……

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大都
超额完成。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
干部门建立起来，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
提高， 工业布局不合理的局面得到初步改
变。 （据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 � �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打扫
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表达了摆
脱屈辱外交的决心和开展外交工作的基
本方略。朝鲜停战以后，国际局势有所缓
和，新中国的国际威望逐步上升。中国政
府代表团先后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
议，是新中国登上国际舞台的成功实践。

1954年4月至7月， 周恩来率团参加
日内瓦会议。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
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国际会议。周
恩来进行了紧张的穿梭外交， 经过多方
努力，会议达成《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
印度支那基本恢复和平。

休会期间， 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
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倡导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基本内容是：互相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
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逐渐成为
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

1955年4月，周恩来再次率团参加在
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参会的
一些国家在发言中批评和攻击共产主义。
针对此，周恩来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
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
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会上的紧张
气氛因周恩来的发言而改变。会议最终达
成《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关于促进世
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这实际上是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进一步体现和引申。

万隆会议上体现出的团结、 友谊、合
作的“万隆精神”，掀开了亚非各国人民和
平共处、 反对殖民主义历史性的一页，也
为新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国际朋友。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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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起身，滑行，出手，投射……一系列动作
标准流畅，神情专注。在哈尔滨市一家冰壶训
练场上，13岁的倪家欢和几位同学正练习着
冰壶。 在前不久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
会上，他们斩获了冰壶项目的多项冠军。

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 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
齐开足体育课， 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
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如今，从课程到设施，从理念到实践，体
育教育正发生着深刻变化。 越来越多的孩子
们走出教室，走到阳光下，跑到操场上，享受
体育的乐趣，插上强壮的翅膀。

课程之变：
花样体育课 阳光一小时

下午一时四十分，哈尔滨，阳光明媚。
伴随欢快的音乐， 小学五年级学生郝冠

赫和近千名同学齐聚操场， 每个班级排成一
纵队，每两个班级围成一个圈，踏着整齐的鼓
点，在绿茵场上跑出一个个椭圆。

十分钟过后，音乐转换，学生们立即排列成
体操队形，跳起了学校的自编操《街舞少年》。

“在我们学校，小学生每天跑500米，初中
生每天跑1000米。”哈尔滨市实验学校健康综
合教研室主任王彦文说，每天下午第二堂课，
都是“律动生命”体育课，学生统一到操场进
行一小时的体育运动，确保阳光运动一小时。

“以前主科占用体育课的现象时常发
生。”哈尔滨市一名小学教师说，如今开齐开
足体育课已经成为规定动作， 即使体育老师
外出学习或者参加培训， 也要把体育课调回
来，不然学生“都不干”。

结合学生兴趣与办学实际， 哈尔滨市实验
学校还将冰壶、棒球、马球、武术等“小众”体育
项目引入校园。每周二下午举行的社团活动日，
田径、篮球、足球等14个体育社团爆满。

“学校每天拿出一小时用于体育锻炼，正是
基于学生的实际需求，运动贵在坚持。”哈尔滨
市实验学校校长郝岚清晰记得，4年前的一次开
学典礼上，好几个学生面色苍白，当场晕倒。如
今经过几年锻炼，学生体质有了显著提升。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相关负责
人说，通过课程创新、形式创新激发孩子们对
体育的广泛兴趣， 帮助他们掌握健康知识和
一到两项运动技能， 有助于改变不健康的生
活方式，多参加体育锻炼和体育竞赛，这是提
高体质健康水平的关键环节。

设施之变：
“老三样”变身 冰雪项目升温
头戴网格护面的头盔， 两肩及前胸后背

“武装”上铠甲一般的护具，在冰上滑行如风
驰电掣，球杆飞舞，冰屑四溅……这些以前只
能在北方看到的新奇玩意儿， 现在也吸引了
很多南方孩子。

在湖北武汉， 包括红钢城小学在内的多
所小学建立了自己的冰球队。

“两年前，学校搭建校本课程时发现，许
多学龄前的孩子喜欢轮滑， 这项运动有助于
孩子身体平衡和肢体协调。”红钢城小学校长
朱冬梅说，刚好我国筹办冬奥会，再加上学校
旁边开设了一家冰场， 于是学校将冰球运动
列入了校本课程。

这门冰雪运动课一上线， 就受到了学生
们的欢迎，有近200名学生报名参加。经过层
层选拔，学校最终组建了一支18人的冰球队。

红钢城小学三年级学生李佳霖是其中一
员，每周五下午第二节课后，她都和其他队员一
起去附近的冰场训练。“最初上冰的时候， 屁股
摔疼了，站都站不起来。”每次训练，她都让父母
给自己带上三件衣服，汗湿两件是平常事。

对于冰球给孩子带来的成长，朱冬梅说：
“孩子们做事情更专注了，碰到挫折不会轻易
放弃。打冰球强调团队合作，他们会把这些经
验带到生活中。”

受地理环境、师资短缺、场地不足等因素
影响，我国冰雪运动基础在南方相对薄弱。而
今，很多地方创新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 引导社会力量
共同开展体育运动，在体育场地设施、体育培
训、体育赛事活动等方面有了显著提升。

理念之变：
体育融入生活 开启多彩人生
从全校只有4名兴趣队员，打比赛凑不齐

人，到如今拥有70余人的专业球员梯队，重庆
市首批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巴南中学在短
短7年时间里，掀起了一阵足球热潮，还培养
出28名国家一级运动员。

“球队成立之初，一些家长担心训练会耽
误孩子的学业， 对踢球这件事不太支持。”巴
南中学体育老师钟世隆说， 经过一段时间集
体训练， 家长发现原来调皮捣蛋的孩子因为
踢球变得守纪律，上课也更专注了；还有一些
孩子变得更活泼、更自信。

2016年考入成都体育学院的何雨薇是巴
南中学女足队最早的队员之一。经过3年多的
足球训练， 这个内向、 腼腆的女孩子开朗起
来， 还成了队长。“是足球让我成长为更好的
自己，大学毕业后想做一名体育教师，让足球
影响更多孩子。”何雨薇说。

宿舍衣柜门上贴的是小女孩踢足球的漫
画， 桌子上放着的是足球队的合照……从巴南
中学女足队走出来的另一名女孩范铃铃， 如今
已经在浙江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就读大学二年
级， 她的微信里有10多个和足球相关的微信好
友群，还拥有不少“小粉丝”。

“我始终记得教练告诉我的话，无论是踢
球还是读书， 关键都是要刻苦， 培养学习能
力。”在范铃铃看来，体育所带来的不仅是运
动技能， 还有良好习惯的养成和意志品质的
提升，这正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从热爱到追求，从兴趣到使命，体育精神
也激励着一代代人拼搏奋斗， 为助力伟大中
国梦的实现注入磅礴动力。

就在两个多月前， 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
体育大学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全体学生的回
信， 让作为冠军班学生的跆拳道奥运冠军郑
姝音感到激动又欣喜。

“总书记的回信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
郑姝音说，她感受最深的就是信上那一句“使命
在肩、奋斗有我”，“这是总书记对我们的叮嘱，也
让我更明确了自己作为国家队运动员的光荣使
命，激励我在训练中不断挑战、突破自我。”

目前，郑姝音正和队友们在紧张训练，备
战即将到来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我会牢记
总书记对我们的嘱托和期望，继续顽强拼搏，
力争以优异成绩为国争光， 为建设体育强国
贡献力量。”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奔跑吧，少年！
———体育让孩子们插上强壮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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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9月10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
见来华出席中美企业家对话会的美方代
表。美国工商企业界和前高官代表围绕中
美经贸关系等谈了看法和建议。李克强同
他们座谈交流。

李克强表示， 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
40年来，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实现
了互利共赢。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存在广泛的共同利
益。 双方应当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本
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求同存异，找到

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分歧的办法。
李克强指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

越开越大，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欢迎包
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企业扩大对华经贸投
资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美方代表表示，在座的美国企业长期参
与和见证了美中关系发展，积极在华开拓业
务，扩大对华投资，寻找长期合作机会。美国
企业将秉持长远眼光看待当前美中经贸摩
擦，反对削弱同中国经济关系的作法，绝不
愿看到美中经贸脱钩。希望两国经贸磋商取
得积极进展、尽早达成协议。

李克强会见出席中美企业家对话会的美方代表：
双方应求同存异 解决分歧

登上国际舞台
———新中国峥嵘岁月

向工业国的目标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