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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
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关心少年
儿童成长成才、谋划少年儿童工作发展
进步，激励新时代少年儿童奋发有为、
向阳成长。

“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
来。

2014 年 5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
加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少先队员入
队仪式时，回想起自己当年入队时的情
景。

总书记说：“记得入队时心怦怦跳，
很激动。不知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孩
子们回答：“有。”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是一种荣
誉。”总书记说，“我在你们脸上看到了
希望，祖国和民族的希望。正像誓言说
的那样，要时刻准备着，将来接班。”

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引导广大少
年儿童树立远大理想，准备着为实现中
国梦的美好未来接力奋斗。

寄语“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
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强调“你们这一
代应该说是民族自豪感荣誉感最强
的”；嘱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来要在你们
手中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嘱托、悉心的
教导，指引新时代少年儿童“努力成长
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每到“六一”国际儿童节，孩子们总
会收到来自“大朋友”习近平总书记的
关心和祝福。

2013 年 5 月 29 日，党的十八大后第
一个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
京市少年宫，同全国 56 个民族、革命老
区、灾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少年儿童
和农民工子女、首都城乡少年儿童代表
共度节日。

活动现场，一棵心愿树上挂满了孩
子们的心愿卡，来自革命老区的少年儿
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等向总书记诉说着
心愿。总书记频频点头说，我此刻的心
愿就是你们都心想事成。

嫩绿的树芽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
开枝散叶，祖国的花朵在总书记的关心
关怀下茁壮成长。

2014 年 1 月，总书记来到内蒙古呼
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看望孤残儿童，谆
谆嘱托，“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
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
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2014 年 4 月，在新疆疏附县托克扎
克镇中心小学，总书记关心孩子们的双
语教育，“少数民族孩子双语教育要抓
好，学好汉语将来找工作会方便些，更
重要的是能为促进民族团结多作贡
献”。

2019 年 5 月，给澳门濠江中学附属
英才学校小学生们回信，总书记殷切寄
语，“传承好爱国爱澳优良传统，珍惜时
光，刻苦学习，健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
澳门、振兴中华多作贡献”……

从传承红色基因到加强思想引领，
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到促进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以细致入微的关怀，
引导少年儿童在人生旅途上选对路、起
好步。

“四五岁时妈妈买了小人书，给我
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我说

‘刺字不疼啊？’妈妈说，虽然疼，但岳飞
会始终铭记在心。我记到现在。精忠报
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既有言传，又有身教。习近平总书
记的话语里，寄托着对孩子们的殷切期
望。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字字千金”

2022年3月30日，春意正浓。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北京市大兴区植树点参加
一年一度首都义务植树活动。

总书记同少年儿童一起扶苗培土、
拎桶浇水，并同他们谈心。

“还记得过年时，我父亲给我女儿
包了一个红包，打开一看，是牙签。原来

这是老人家平时收集起来的家里剩下
的牙签，他对孙女说‘这些都是珍贵的
木材，我帮你们存了起来’。第二年，又
包了一个红包，打开一看，是纸巾，也是
攒的没用完的纸巾。”

“这些看起来很老土，实则很先进。
勿以善小而不为，从一点一滴做起。”

总书记娓娓道来，孩子们听得津津
有味。

2021 年全国两会政协联组会现场，
一场关于教育的交流讨论气氛热烈。

从事小学教育多年的王欢委员向
总书记直言：“校外培训广告满天飞，

‘制造焦虑、贩卖焦虑’”……
习近平总书记凝神静听。听完后，

他深有感触地说：“教育，无论学校教育
还是家庭教育，都不能过于注重分数。
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
来看。如果最后没有形成健康成熟的人
格，那是不合格的。”

从教育理念上正本清源，习近平总
书记引领义务教育回归“立德树人”的
初心。

“现在孩子普遍眼镜化，这是一个
隐忧。”“小眼镜”越来越多，牵动着
总书记的心。

2020 年 4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走
进陕西省平利县老县镇中心小学五年
级一班。他欣慰地说：“现在这些孩子们
的风貌，都是非常好的。而且眼镜不多
啊，这个很重要。”

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
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
来”。

乡村孩子的“营养餐”，总书记记挂
在心。

2019年4月，沿着蜿蜒的山路，习近平
总书记辗转3个多小时来到重庆大山深
处的中益乡小学，仔细察看师生食堂的
餐厅、后厨，了解贫困学生餐费补贴和
食品安全卫生情况。

看到午餐四菜一汤、营养均衡，总
书记感慨：我想起咱们开始扶贫的时
候，推行每个孩子保证每天一杯牛奶、
一个鸡蛋。现在每顿标准涨到了6块钱，
比当初丰富多了。

“小眼镜”“营养餐”“小胖墩”……
一件件关乎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小
事”，都是总书记放在心头要解决的大
事。

13 岁的普布次仁一直忘不了和
习爷爷的那次会面。

2021 年 7 月，在西藏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的嘎

拉村，走进普布次仁家了解家里生产生
活情况。

“你的 7 号球衣是什么队的？”在普
布次仁的卧室，习近平总书记注意到他
的球衣。

“你将来有什么志愿？”总书记问。
“要当一名短跑运动员。”普布次仁

答。
“有志气！”温暖有力的话语，鼓舞

着少年追梦奔跑的力量。
“让孩子们跑起来”“个子长得高高

的，身体长得壮壮的”“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字字千金，都是经过多年总结摸
索才得出来的”……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关怀下，逐
步健全的制度、不断完善的政策，为少
年儿童创造越来越好的成长成才环境，
推动少年儿童实现全面发展。

“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

罗霄山脉，百丈岭下，湖南省郴州
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小小“讲解员”朱
锐利用课余时间给大家分享“丰碑”“半
条被子”等红色故事。

时间倒回一年多前。2020 年 9 月 16
日，在湖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文
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当时四年级的朱
锐和同学们正在班主任指导下，重温红
军长征的故事。

“丰碑是什么故事？”总书记问。朱
锐站起来讲了长征中军需处长把棉衣
让给战友、自己却牺牲于严寒的故事。

“讲得好！讲得好！”总书记连连夸
道。“红色基因在你们身上得到了体现。
革命事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朱锐和同学们
红心向党，当起了红色故事的传播者。

不忘总书记的叮咛，陕西照金北梁
红军小学学生深感“今天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加入“小红星合唱团”，传扬红
色精神；

得到总书记的鼓励，江苏省淮安市
新安小学少先队员“听党话、跟党走”，
深入家庭、社区、乡村，传播革命故事；

收到总书记的回信，大陈岛老垦荒
队员的后代继续践行“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志
愿服务，建设家乡；

……
增信而后笃行，红色基因的种子，

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人大附中西山学校初二年级学生

官子钊已经练习近9年冰球，他至今还
记得5年前和习近平总书记“撞肩”的
一幕。

2017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
京五棵松体育中心，以冰球运动员特有
的问候方式，同官子钊“撞肩”互动，笑
着说，小伙子块头要再长大一点。

“习爷爷在现场讲的给他弟弟礼让
冰鞋的故事让我明白，做事要有合作精
神，要有大格局。我会好好练习冰球，一
直坚持下去，跟小伙伴们一起创造更多
佳绩。”官子钊说。

一言一语，情深意重。
2012 年在阜平同总书记坐在一方

炕上的唐孝亿，已是城厢中学的初中
生，他想快快长大、学得更多，在扶贫先
扶智的理念指引下，在物质上脱贫，更
在精神上走向富裕；

2014 年同总书记的会面，给聋哑女
孩王雅妮无穷动力，她走上呼和浩特市
特殊教育学校讲台，开始帮助更多残疾
孩子改变命运；

2017 年在香港为总书记演唱粤剧
后，利文喆一直把习爷爷“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要传承下去”的鼓励放在心上，
更加热爱粤剧表演，更加投入地练唱、
练基本功；

……
2016年12月，北京市八一学校孩子

们研发的科普小卫星发射升空、准确入
轨，发回信标信号。发射之前，他们按照
约定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报告小卫星
即将发射的消息。

总书记回信叮嘱他们：“保持对知
识的渴望，保持对探索的兴趣，培育科
学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实践”。

“我们的眼界不仅局限在课堂之
中，而是扩展到了世界、飞向了浩瀚的
星际。”被小卫星吸引而加入研制团队
的张馨心分享探索宇宙的心路历程，

“就像总书记说的‘发挥启明星一样的
作用’，我们会不断用努力证明，我们是
新时代的希望。”

少年有志，国家有望。
2014 年 5 月 30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

民族小学的书法课堂，书法老师请习近平
总书记为“中国梦”点上最后一笔。总书记
对孩子们说，中国梦要靠你们来实现。

“两个一百年”要靠你们接力奋斗，还是
你们来点这一笔吧。

“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
国的建设者，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
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这是习近平总
书记对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真挚期待，也
是中华民族可以预见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 5 月 31 日电 记者黄
玥、高蕾、张研）

“中国梦要靠你们来实现”
——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纪实

国务院近日印发《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
政策措施》，推出六个方面33项措施，并发出通
知，要求推动一揽子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见效，确
保及时落实到位，尽早对稳住经济和助企纾困
等产生更大政策效应。

31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部门对一
揽子政策措施作出解读。

做好复杂形势下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越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抓好重要民生商品

保供稳价、牢牢兜住民生底线。
“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有坚实物质基

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说，粮食生
产实现“多年连丰”，库存充裕；生猪产能处于较
好水平，牛羊禽肉产量保持稳定，在田蔬菜面积
同比增加，供给能力充足。经过几年应对疫情的
实践，各地应急保供稳价能力持续增强。目前我
国成品粮油价格基本稳定，猪肉价格处于较低
水平，蔬菜价格稳中回落。有能力、有底气、有条
件做好复杂形势下的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
作。

赵辰昕说，随着各项能源保供增供措施逐
步落实，能够有效保障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用
能需求。

他介绍，做好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基础
坚实。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24.1亿
千瓦，迎峰度夏之前总量有望增加到 24.5 亿千
瓦。今年各大流域来水好于预期。目前全国统调
电厂存煤达1.59亿吨以上，同比增加5000多万
吨，可用天数 32 天。主要油气企业成品油库存
保持高位运行，天然气管存、罐存均处在高位水
平。近期已组织上游供气企业和各地基本完成
全年及下一个供暖季天然气合同签订，及早为
今冬天然气保供做好准备。

国办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赵
辰昕说，牢牢把握投资方向，对盘活存量资产的回收资金，确保主要用于
重点领域项目建设，形成有效投资；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尽快形成实物工
作量；加强配套资金支持。

全力推动工业经济企稳回升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说，以推动落实一揽子政策措施为契

机，全力提振工业经济企稳回升，为稳住经济大盘提供坚实支撑。
一是全力保障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根据疫情变化情况，聚焦

产业链供应链堵点卡点，动态调整部级“白名单”企业范围，推动加快省级
“白名单”企业区域互认，并强化上下游衔接服务。需要明确的是，“白名
单”制度只是阶段性的应急之举，目标是全面实现复工达产。

二是以更大力度抓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形成政策叠加放大效应，确保
企业应享尽享。

三是着力扩大投资和消费。加快实施制造业“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
和项目、重点领域节能降碳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引导企业适度超前部署
5G基站、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重大外资项目落
地实施。充分挖掘汽车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潜力。

工信部等四部门 31 日发布通知，开展新一轮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徐晓兰说，后续还将组织家电、绿色建材下乡等活动，进一步促进大宗商
品消费。

她说，此次一揽子政策措施共有14条24处支持中小微企业。“这些政
策措施针对性强、覆盖面广、协同度高，和前期已出台政策形成合力，推动
解决中小微企业面临的现金流严重不足、还本付息压力较大、市场需求持
续不振等实际困难，既输血造血，更解‘燃眉之急’。”

扩大实施社保费缓缴政策加大稳岗支持力度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说，此次扩大社保费缓缴范围，更好

更精准支持困难企业，“从区域来讲，对受疫情直接影响地区的中小微企
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可以适用疫情严重地区缓缴政策范
围；从行业来讲，对虽然没有在疫情严重地区、但受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影
响、生产经营遇到暂时困难的企业，可以适用行业缓缴政策范围。”

一揽子政策措施提出优化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等政策。李忠说，一是稳
岗返还标准更高，在前期将中小微企业稳岗返还比例由60%提至90%的
基础上，将大型企业返还比例由 30%提高至 50%；二是留工补助范围更
广，由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中小微企业扩大至该地区的大型企业，同时各
省份根据疫情影响程度和基金结余情况，还可扩大到未出现中高风险疫
情地区的5个特困行业企业；三是支持扩岗举措更新，新增激励企业吸纳
大学生就业的扩岗政策。

加快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
一揽子政策措施提出，加快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赵冲久说，近日印发的《关于扎实推动“十四五”规

划交通运输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的工作方案》提出11项交通运输重大工程
包，包括高速公路大通道联通工程、沿边沿海出疆入藏公路通道工程、“四
好农村路”、运河连通工程、沿海港口提升工程、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等。同时，提出 16 个投资规模大、社会影响大、技术难度大的项目，作为

“十四五”第一批加快建设交通强国重点项目，予以重点推进。
赵冲久说，交通运输部正在研究制定农村公路扩投资稳就业更好服

务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计划在今年原定目标基础上，再新增完成新改建
农村公路3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3万公里、改造农村
公路危桥 3000 座。预计 2022 年底，累计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 15 万公里、
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8万公里、改造农村公路危桥8000座。

提振汽车消费 稳外贸稳外资
加快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积极解决外资企业在华营商便

利等问题……一揽子政策措施要求，加快推进重大外资项目积极吸引外
商投资。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狠抓稳外贸等政策落地见效，特别是要向
中小微外贸企业适当倾斜，力争将企业综合成本降下来。加大制造业、研
发中心等领域引资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对外贸货物物流运输畅通的工作
力度，帮助企业用好RCEP等自贸协定优惠政策。进一步梳理1亿美元以
上外资大项目，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达产。

汽车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一揽子政策措施提出全面取消二
手车限迁政策、减征车辆购置税等措施。

“一是稳住增量，增加新车消费；二是盘活存量，扩大二手车流通。”盛
秋平说，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汽车以旧换新，扩大新车销售规模，支持
新能源汽车购买使用，积极支持充电设施建设等。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记者安蓓、王悦阳、杨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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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北梁红军小学学生在操场跑步（2020年12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赵文君）
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开展“百家电
商平台点亮”行动，基于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规范引导网络交易经
营者“亮照、亮证、亮规则”，着力破
解平台主体信息和规则不明问题。

这是记者31日从市场监管总
局获悉的。这一行动共有全国范围
内百家电商平台参与，与消费者日
常生活密切，平台内经营者众多，
日常交易量大、业务覆盖面广。据
初步统计，百家电商平台共涉及超
过2300万平台内经营者。

据介绍，“亮照”，即依法公示
营业执照信息；“亮证”，即依法公
示行政许可、备案、审查批准、强制

性产品认证等信息；“亮规则”，即
依法公示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
则信息。同时，指导督促平台集中
清理平台内伪造、变造、冒用、过
期、未及时变更等情形的无效证
照，推动平台持续完善服务协议和
交易规则，切实保护消费者和中小
经营者合法权益。

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通过指导电商平台全面
落实信息公示有关的法定义务，从
整体上提升平台信息公开性和规
则透明度，推动形成平台、平台内
经营者和消费者多方有序互动、共
生共赢的长效机制。

全国范围内百家电商平台
将“亮照、亮证、亮规则”

除了农作物，我们还能从农田里收
获什么?

在山东省沂源县的一处苹果种植基
地里，土壤的湿度、pH 值、氮磷钾含
量、微量元素含量……这些与农作物生
长息息相关的数据,被各类设备实时监
测和分析，并对接下来的生产进行有效
指导。数据，成为农田新收获。

沂源县地处沂蒙山区腹地，是果业
发展大县。沂源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
研究员刘进介绍，连续多年的高产让土
壤中的微量元素减少，但现在通过土壤
墒情采集站、太阳能气象站、农事采集
终端等设备，果农不仅可以及时为果树

补充微量元素，提升果品质量，还可以
实时掌握作物长势，最大程度保障农业
高效生产。

记者在苹果种植基地里看到，每隔
一段距离就有一个虫情测报灯。刘进介
绍，它既有杀虫的作用，还能识别虫子
种类。“通过多年的数据积累，能形成
当地病虫害发生规律的预测模型，为提
前防治病虫害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除了数据，流量一词也在田间地头
有了生动实践。

今年 29 岁的李君是山东省青州市
弥河镇人，6 年前大学毕业后返乡创
业，将自家大棚种的多肉植物在网上销

售。“因为发现深夜咨询、下单的人比
较多，我就尝试做深夜直播，没想到吸
引了不少夜班族、失眠的人和‘夜猫
子’看。”她说。

李君很意外自己深夜直播卖多肉植
物，生意竟然十分火爆，从零点到早晨
6点，每天销售额约1万元。

李君介绍，目前，他们有8名主播
直播带货，在线销售品种超过 350 种，

“网上直播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 90%。
多肉生命力强、好打理，这正是客户需
要的。”

青州是著名的花木之乡，目前全市
花卉种植面积超13万亩。“过去销售全

靠线下，现在80%以上的花商都有线上
销售渠道，直播带货成为趋势。”青州
市黄楼街道办事处花卉旅游产业管理办
公室副主任严隽说。

花木“触网”，引来了流量，“擦
亮”了品牌。青州市还规划了花卉直播
电商产业园，将众多多肉电商聚拢在4
万平方米的直播产业园里，实现产业聚
集、物流聚集、品牌聚集和整个多肉集
群的聚集，从而实现青州多肉物流、品
控和品牌的统一以及整个集群效益的叠
加。

目前，青州市花卉产业专业电商有
630多家，几乎都涉及多肉的销售。多
肉电商年交易额超7亿元。青州多肉棚
户种植加上专业村以及电商企业和电商
网红组成的整个产业矩阵体系，已带动
当地136个花卉专业村农民增收致富。

（新华社济南5月31日电 记者邵琨）

数据、流量、品牌……“三农”变化之农田新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