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和国荣光
“糖丸爷爷”顾方舟：

护佑中国儿童远离小儿麻痹症
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 在原

卫生部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这位病毒学家、中国医学科

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
誉称号。但更多人愿意称他为“糖丸爷爷”，因为他用一粒粒
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健康成长。

时针拨回到1955年。当时一种“怪病”在江苏南通暴发：
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其中大多为儿童，并有466人死亡。这
种疾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病毒随后迅速蔓
延到青岛、上海、济宁、南宁等地，引起社会恐慌。

一支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随后成立， 由顾方舟担任
组长。为了进行自主疫苗研制，顾方舟团队在昆明建立医学
生物学研究所， 一群人扎根在距离市区几十公里外的昆明
西山，与死神争分夺秒。

顾方舟制订了两步研究计划：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在
动物试验通过后，进入了更为关键的临床试验阶段。按照顾
方舟设计的方案，临床试验分为Ⅰ、Ⅱ、Ⅲ三期。

疫苗三期试验的第一期需要在少数人身上检验效果，顾
方舟和同事们毫不犹豫地做出自己先试用疫苗的决定。 吉凶
未卜的一周过去后，他的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但这一结果并未让他放松———成人大多对脊灰病毒有
免疫力，必须证明这疫苗对小孩也安全才行。那么，找谁的孩
子试验？顾方舟毅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瞒着妻子，给刚
满月的儿子喂下了疫苗！实验室一些研究人员做出了同样的
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参加了这次试验。经历了漫长而煎熬的一
个月，孩子们生命体征正常，这一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

1960年底，首批500万人份疫苗在全国11个城市推广开
来。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面对逐渐好转的疫情，顾方舟没有大意，他意识到疫苗
的储藏条件对疫苗在许多地区的覆盖来说难度不小，同时服
用也是个问题。经过反复探索实验，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糖
丸疫苗诞生了：把疫苗做成糖丸，首先解决了孩子们不喜欢
吃的问题。同时，糖丸剂型比液体的保存期更长，保存的难题
也迎刃而解，糖丸疫苗随后逐渐走到了祖国的每个角落。

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他走后，人
们试图在儿时记忆里搜索脊灰糖丸的味道，纷纷留言“谢谢您，
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糖丸”“可能是小时候最甜的回忆”……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解读中国粮食丰收“密码”
———写在世界粮食日到来之际

———新中国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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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启动以来， 各中央指导组和巡回督
导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和《关于开展第二批“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指导意见》要
求，紧密结合第二批主题教育特点，聚焦
主题主线，从严从实督导，推动主题教育
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迅速启动 扎实推进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央指导组、 巡回督导组培训会议
结束后，各组迅速行动，深入各地开展督
促指导工作。

中央第二指导组负责联系8家高校，
分布在5省市。 他们用4天时间赶赴5省市，
白天动员、晚上赶路，在中秋节前完成全部
8家高校动员。每到一地，指导组首先与高
校一把手谈话，了解学校前期准备情况，提
出明确要求；参加所有高校动员会，把中央
部署要求不折不扣传达到位。 为进一步提
高指导工作效率，组内加强分工协同，内部
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驻京，另一个小组
下沉到京外，两个小组交替轮换，有效防止
坐在北京“看材料、听汇报”式指导，也防止
飞在空中“蜻蜓点水”式指导。国庆假期后
第一天，指导组又召集8家高校相关负责同

志来北京座谈， 明晰各单位工作思路和改
进方向，确保主题教育不走样、不变形。

中央第七巡回督导组迅速启动督促
指导工作， 目前已赴东北三省分别巡回
督导2次， 下沉到7个地市、8个县市区及
大量基层单位走访调研，切实传导压力、
压实责任。 他们突出抓好市县领导班子
理论学习，现场参加吉林市、梨树县、桦
甸市领导班子集中学习研讨；面向县市、
乡（街道）、大学等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单
位召开30余场座谈会，采取随机问、查笔
记、谈体会等方式现场抽查学习成效；深
入红光社区、 四季阳光物业公司等20余
个基层组织单位调研， 引导基层单位创
新方法开展学习教育，确保取得实效。

压实责任 严督实导
为进一步督促所联系单位吃透中央

精神、压实领导责任，各中央指导组和巡
回督导组严督实导、真抓实干，推动各项
任务走深走实。

中央第五巡回督导组立足第二批主
题教育“点多面广线长”的特点，一方面
抓紧时间下沉一线，通过实地走访、座谈
交流、谈话调研、调阅材料等方式摸清总
体情况；另一方面注重分兵作战，在每个
省区选取一市、一县、一高校作为重点联

系单位，安排专人全程了解开展情况；同
时，督促所联系省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层层压实责任， 在完成好中央规定动作
基础上，紧密结合本领域、本层级、本单
位实际， 进一步明确重点、 难点及着力
点，防止“上下一般粗”，确保主题教育取
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中央第八巡回督导组通过召开座谈
会、个别访谈、到基层一线调研、派人列席
领导班子学习交流研讨等方式了解主题教
育开展情况，努力做到巡回督导有力有效。
他们面对面与所联系3省市党委书记就开
展巡回督导进行沟通， 通报巡回督导组工
作职责、主要任务、意见建议；听取3省市主
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汇报， 了解工
作方案、进展情况。针对巡回督导中发现的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当面与3省市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沟通交流有关情况，书
面反馈有关意见建议，督促党委（党组）真
正扛起主体责任，将主题教育落到实处。

问题导向 注重实效
各中央指导组和巡回督导组在开展

工作过程中，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
相统一， 督促第二批主题教育单位边学
边查边改，认真查找和解决突出问题，把
学和做相结合、查和改相贯通，狠抓整改

落实，使主题教育见到实效。
中央第一巡回督导组督促联系的4个

省份切实找准主题教育着力点，及时建立
问题清单，动态调整补充。截至9月底，各
省已收集汇总并提交了第二批主题教育
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第一轮问题
清单。这些问题清单有的放矢、各具特色：
有的将问题清单细分为学习清单、调研清
单、检视清单、整改清单；有的划分为改革
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清单、党的建设的紧
迫问题清单、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
题清单；有的进一步列出了问题解决时间
表、画出路线图、实行销号管理……结合
实际、真抓实改蔚然成风。

中央第四巡回督导组坚持把提醒纠
偏、推动重点工作落实作为关键举措，确
保主题教育不走形不变样有质量。 针对
少数单位和基层党组织简单照搬照抄上
级方案、结合实际不够紧密、工作力度层
层衰减等问题，及时面对面指出，确保主
题教育扎实推进。 他们还坚持做好分析
研判，小组每天晚上碰情况，全组返回驻
地后及时召开全组会， 共同研判所去地
方、 单位、 高校主题教育启动及推进情
况， 认真查摆巡回督导工作中各地各单
位存在的不足和短板， 督促采取有效措
施着力解决。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统一大业的伟大构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历史和现实出发， 创造性地提出
了“一国两制”的科学伟大构想，从而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祖
国统一大业开辟了道路。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
重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
题、实现国家统一的方针。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
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1982年
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首次
用“一国两制”的概念对此加以确认。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
进一步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六条方针。

概括起来，“一国两制”， 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
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保持原有资
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

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我国先后于1984年和1987年同
英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 正式宣布中国政
府将于1997年和1999年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香港
和澳门问题的解决，进一步推动了海峡两岸关系的进展。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聚焦主题主线 从严从实督导
———中央指导组和巡回督导组深入扎实开展主题教育督促指导工作综述

10月12日，在黑龙江农垦勤得利农场，种植户驾驶机械在稻田作业（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118 3 7 8 1 9 2 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2 32198399.21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74 1 0 2
排列 5 19274 1 0 2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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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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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
眼下又正是秋粮收获之时。据
农业农村部15日数据，目前秋
粮已收获近7成， 增产趋势明
显。 秋粮入库意味着全年粮食
生产大局已定， 今年粮食有望
继续保持连年丰收的好形势。

又是一个丰收年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水稻亩产

500公斤左右。” 黑龙江省桦川县玉成现
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玉成说，水稻
稳产高产优质，主要得益于黑土地保护。

截至10月14日，全国秋粮已收获8.6
亿亩，完成66.8%，进度同比持平。其中，
中稻（一季稻） 已收65.2%， 玉米已收
71.9%，大豆已收79.8%。

回顾今年的夏粮和早稻生产，早稻、
夏粮合计总产量为16801万吨， 比2018
年增加60.6万吨，增长0.4%。如果秋粮再
获丰收，这将又是一个丰收年。

在产量丰收的同时， 今年全国粮食
生产结构更优、生产更绿、质量更高———
今年我国实施大豆振兴计划，预计大豆面
积增加1000万亩，非优势区水稻、玉米面
积继续调减； 继续实施轮作休耕3000万
亩，继续调优农业投入品结构，有机肥使
用量增加， 化肥农药使用量持续减少；小
麦、稻谷等口粮品种优质率进一步提升。

丰收成绩单来之不易。 除了抵御局
部旱涝灾害外， 今年的粮食生产还遭遇
了新挑战———外来入侵物种草地贪夜蛾
一度对玉米等农作物造成严重威胁。经
过各地植保人员全力防控， 产量损失控

制在5%以内，黄淮海等玉米主产区未造
成损失，实现了防虫害稳秋粮目标。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日前表
示， 到2018年我国粮食生产已实现创纪
录的“十五连丰”，今年的产量有望连续
第5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粮食安全有保障
由于国家政策支持， 加快土地流转

和种植结构调整，农业效益增加，农民种
粮积极性明显提高。连日来，华北冬麦区
和长江流域的农民正忙着播种小麦和油

菜，为来年夏粮丰收做准备。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提出确保谷

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
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
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此后，一系列举措深入推进———

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
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越走越稳健。

14日发表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
显示，我国谷物自给率超过95%。近几年，

稻谷和小麦产需有余，完全能够自给，进
出口主要是品种调剂， 将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
业内专家预计，未来我国人均口粮消

费将稳中略降，饲料和工业转化用粮消费
继续增加，粮食消费总量刚性增长，粮食
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面对未来，中国能否
依靠自身力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

高效、科技、智能日益成为粮食生产
关键词。水肥一体化、喷灌滴灌、宽幅精播
等技术大力推广，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行动深入开展，农机合作社、植保服务队、
职业经理人等社会化服务主体不断壮大，
代耕代种等专业化服务集约高效。

未来， 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越走
越清晰：

———坚持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
变，促进种植结构优化、适度规模经营；

———做到好粮食卖出好价钱， 推广
绿色生态储粮技术，建好用好智能粮库；

———优化粮食加工产能结构和布
局，鼓励支持粮食循环经济发展；

———强化产销合作， 畅通好粮油到
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只要全面实施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不断
推动从粮食生产大国向粮食产业强国迈
进， 中国人的饭碗就一定会牢牢地端在
自己手上。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