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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
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
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
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
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
出的重大决策。”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
意义，深刻阐明了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点和工作要求，对党史学习
教育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
瓴，视野宏大，思想深邃，为我们
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党历
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
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
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
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

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
的历史，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在庆
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
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我们要
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
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是中国近
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
章，要倍加珍惜党的历史，深入研究
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
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
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下转2版

建起冷链中心 苹果四季可尝
●记者 车安达
实习记者 常一鸣 文/图

走进蒙自市西北勒乡，石头
地里的苹果树叶子已落尽，光秃
秃的枝干还在安静地“冬眠”。
现在本是农闲时节，但51岁的彝
族村民杨美英却没闲着，一大
早，她就来到了西北勒乡苹果电
商冷链物流分拣中心准备上班。

这些年来，水泥路通往山
外，自来水进了农家院，村民
们的精气神都变得不一样了。
杨美英和几个村民坐定，熟练
地戴上橡胶手套，将一个个红
彤彤的苹果套上保鲜袋，整齐
地码入纸箱。

这些苹果从哪里来的？一问
才得知，原来这些苹果是去年10
月份就从果树上采摘下来的，通

过冷库保鲜，才得以在这样的时
节吃上新鲜的西北勒苹果。

“现在我家也种了5亩苹果
树。”说起这些年的变化，杨美
英家的“进步”可不是一星半
点。“以前在村里能种啥？就只
能在石头地里盘点包谷，辛辛
苦苦一整年，到头来也赚不到
几个钱。”现在，除了种苹果的
可观收入，农闲时，她还能到
冷链物流中心上班。“啥也不耽
误，而且每天能有 100 元左右
的收入。”杨美英一边分拣苹果
一边笑眯眯地说，“家里早就脱
贫了，日子比起以前那是好过
多了！”

据西北勒乡党委书记张云介
绍，西北勒乡苹果电商冷链物流
分拣中心规划用地面积约46亩，
概算投资1800余万元。下转2版

苹果电商冷链物流分拣中心内一片忙碌苹果电商冷链物流分拣中心内一片忙碌

石屏县把发展白
萝卜种植作为可持续
的一项稳定产业加以
引 导 扶 持 ， 在 哨 冲
镇、龙武镇等乡镇发
展种植高山优质白萝
卜80930亩，晾晒初制
的 白 萝 卜 条 走 俏 市
场。按照今年的市场
价格，本茬白萝卜平
均 亩 产 值 预 计 可 达
4000 元。图为农户在
晾晒萝卜。

通讯员 杨勇
摄影报道

开远市实现生产总值269亿余元
●通讯员 张虹

本报讯 2020 年，面对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
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开远市
委、市政府认真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聚力“四个走在前列”，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2020年，全市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GDP） 269 亿余元，
比2019年增长6.2%，增速高于
全国（2.3%） 3.9个百分点，高
于云南省（4%） 2.2个百分点,
高于全州 （5.2%） 1 个百分

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8.02 亿元，同比增长 5.9%；

第二产业增加值 105.74 亿元，
同比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
值 136.2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7%。

从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看，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为8.8%，贡献率比上
年提高3.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
53.6%，拉动GDP增长3.3个百
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为 37.6%，贡献率比上
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拉动
GDP 增长 2.3 个百分点。产业
结构继续优化，三次产业比例
由2019年的9.5∶39.4∶51.1优
化为10.4∶39.3∶50.3。

云南华坪县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

让教育之光照亮贫困山区
●人民日报记者 徐元锋

乍暖还寒，山路迢迢。2月6
日到16日间，张桂梅拖着病躯，
家访了山区104个学生家庭，这
是她连续第13年的寒假家访。

202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时代楷模，张桂梅本色不
变。作为云南华坪县女子高中校
长、华坪儿童福利院院长，大年
三十，她在福利院陪孩子们度过
除夕，还亲手做了炸蘑菇和熘豆
腐；大年初一，她认真巡查女子
高中校园各个角落……

扎根边疆山区教育四十余
载，张桂梅用教育之光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照亮了无数人的心。

创举——
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

沿着县城边的狮山南巷往坡
上走，是张桂梅曾工作过的华坪
民族中学，女子高中就在旁边。
红黄色调的大铁门上，是“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的红布标语。
这所看上去不起眼的高中，在当
地颇有影响力：女高成立前，华
坪县中考升学率还不到 50%，
2020年达到90%以上，全县高考
升学率多年在丽江保持第一；以

前农村女孩早婚早育的多，现在
读高中的越来越多。

华坪女子高中，就是一所因
抵抗贫困而生的学校。

1996年丈夫去世后，张桂梅
从大理调到华坪教书，面对傈僳
族、彝族、纳西族的学生，大山
里的贫困超出了她的想象。有家
长带着一包钢镚和角票交学费，
有学生只吃饭不吃菜，有的头天
晚上把大米放进暖水瓶做早点。
班上男生多女生少，“一些女生
读着读着就不见了”。

张桂梅意识到：提高山区母
亲们的教育水平，将至少改变三
代人！2002年她开始筹建免费
女子高中，“规模化”地帮助山

里女孩，改变她们的命运和家庭
贫困。

但贫困地区办免费高中，这
在许多人眼里简直是异想天开。

可张桂梅不这么想，为了改
变这片贫困的土地，她毅然踏上
募捐之路。5年间，她被人放狗
咬，被吐口水骂是骗子，一次
太累还坐在机关大门口睡着
了。姐姐心疼，骂她：这是人
干的事吗？女子高中办公室主
任张晓峰却说：“直面贫困，张
老师最懂山里人的渴盼，她是大
山的女儿。”

2007年，张桂梅当选党的十
七大代表。在北京开会时，一篇

“我有一个梦想”的报道，把她

女子高中的梦在北京传开。随后
丽江市和华坪县各拿出 100 万
元，帮助张老师办校。从此，女
高这棵教育扶贫的“珍稀苗木”
栉风沐雨茁壮成长。

华坪女子高中的教师工资和
办学经费均由县财政保障，学校
建设一直由县教育局负责。女高
学生除了自己的生活费，其余全
免。张桂梅说，女高不是普通学
校，是贫困家庭未来的希望。

2016 年，华坪女高建设完
成，学校有了食堂、宿舍和塑胶
运动场，在校生达460多人。连
续多年，华坪女高不仅一本上线
率保持在40%多，高考成绩综合
排名也位居丽江市第一。建校至
今，把1804个大山女孩送进大
学。

奇迹——
红色教育让“丑小鸭变天鹅”

2008年，首届100名学生招
进来了，学校却面临难以想象的
困难：华坪女子高中只有一栋教
学楼，连围墙和厕所都没有，学
生吃饭要到旁边的民族中学。几
间教室，是老师们的宿舍，睡的
是大通铺。没多久，17名教师就
走了9个。

张红琼是女子高中的资深老
师，受张桂梅一次演讲感召，
2008年建校时她坐17个小时大
巴车来投奔张桂梅。 下转2版

深夜工作的张桂梅 华坪县委宣传部供图

普绍忠率队对全州能源建设
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记者 李宁

本报讯 近日，州人大常委
会对全州能源建设工作情况开
展专题调研。州人大常委会主
任普绍忠率第一调研组到弥
勒、开远调研时指出，要深入
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力推进全
州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调研组到雷打滩电站、泸
西-弥勒-开远天然气支线管道
项目（弥勒分输清管站）、布沼
露天煤矿、国能集团小龙潭电
厂等地详细了解重点能源项目
建设、能源产业发展情况，听
取全州能源建设工作情况汇报。

近年来，我州紧紧围绕省
委、省政府打造世界一流“绿
色能源牌”的决策部署，立足
自身能源优势，努力将红河州
建成云南省新能源开发示范基

地、能源安全保障基地。普绍
忠指出，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进一步提高对能源建设工
作重要性认识，充分发挥能源
产业在推动红河经济高质量发
展中的积极作用；要巩固提升
能源建设成果，高起点、高标
准谋划“十四五”全州能源产
业发展规划；要加大统筹协调
力度，加快能源产业项目建
设；要把握机遇，积极争取国
家和省对全州能源产业发展的
支持；要加强能源工作队伍建
设，提高服务能源产业发展的
能力和水平。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李
成武参加汇报会并就全州能源
建设工作情况向调研组作汇
报。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广
益率第二调研组到建水、石屏
调研。

绿春县持续推进农业转型升级
●通讯员 高嫄

本报讯 绿春县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不断深化
农业农村综合改革，持续推进
农业转型升级，全面激发乡村
振兴新动能。

稳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持续推
进国家级有机农业示范县创建，
稳步构建产品溯源机制，做好农
业产业提质增效工程，保障“米
袋子”“菜篮子”“肉盘子”生态品
质。2020年，全县完成权属确认
土地面积50.07万亩，发放权属
证书 44581 本，完成 13家企业
20个有机农产品认证，实现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14.5亿元，比2019
年增长23.1%。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引导
加工企业向特色产业园区一号
桥片区集中，支持企业前延后
伸，发展原料基地、农产品流
通营销。同时，开发多元化产
品，提高产品附加值，延长产
业链。整改营商环境第三方评
估和“红黑榜”反馈问题，加
强“互联网+政务服务”、公共
资源交易管理、投资项目在线
审批监管和“一部手机办事
通”推广运用，转变政府职
能，提高了服务效率。2020年

以来，该县特色产业园区已入
驻企业8户，建立电子商务产业
园1个，完成电子商务交易总额
2.95亿元。

抢抓大滇西旅游环线建设
机遇，积极申报阿倮欧滨森林
公园酒店、苦么山茶园酒店两
个“半山酒店”项目，《都玛简
收》列入第五批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推荐项目，文旅融合趋
势进一步增强。努力提升“哈
尼长街古宴”市场效益，编制
《绿春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十四
五”规划》，加快建设三猛游客
集散中心。2020年，累计接待
游客21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4053万余元。

践行“两山”理念取得实
效，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严格落实河 （湖）
长制，全面推进美丽河湖建
设。2020年，完成李仙江戈兰
滩电站网箱养殖专项整治，集
体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50.43万
亩，天然商品林停伐保护补助
102万亩，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7.8%。省级生态文明县创建工
作通过省级现场复核，荣获

“中国天然氧吧”称号，黄连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命名为“省
级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绿色成
为绿春县最美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