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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建新功

寂静而又热烈的课堂

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儿童

福利院，看望在这里入住的儿童。看到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学习和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感到很欣慰。在模拟家庭，他向代养妈妈握手问好，充分肯

定这种抚养方式；在宿舍，他鼓励聋哑女孩王雅妮和放假“回家”的大学生

闫志净好好学习，学业有成，并伸出大拇指向她们学习哑语“谢谢”；“感恩

的心，感谢有你……”在排练室，孩子们边做手势，边唱起《感恩的心》，歌

声悠扬，不少人的眼眶湿润了。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有一颗感恩的心

很重要，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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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课堂总是寂静而又“热闹”。
余光扫到学生走进教室，王雅妮扬起

笑脸。见学生们右手伸出大拇指贴在胸前
问候“老师好”，王雅妮用手势回复“下午
好”。课堂上有学生没“听”懂，随时举手示
意；王老师没看到，学生就把手在老师眼前
晃一晃。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王老师没比学
生高多少，与学生“讨论”问题时，欢快的手
语上下比划，连嘴角都在“用劲”。

这种热烈的讨论往往会一直持续到黑
板旁的红灯一闪一闪，这代表下课时间到。

今年23岁的王雅妮，是内蒙古呼和浩
特市特殊教育学校的美容技能课老师。
王雅妮同她的11名学生一样都是聋哑人。

20多年前，1岁多的天生聋哑儿王雅
妮被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收养，福利院
的老师像爸爸妈妈一样在生活学习上给
予她许多关爱。慢慢地，一个梦想在她幼
小的心灵里萌生：“今后要当一名老师，带
给像自己一样的残疾儿童爱与希望。”

2014年春节前夕，在福利院宿舍里，
王雅妮见到了前来看望福利院儿童们的
习近平总书记。
“讲”起那天见到习爷爷的场景，王雅

妮眼睛里泛起泪花。“习爷爷让我们认识
到我们并不是特别的人，都是他疼爱的孩
子，都应该为梦想努力奋斗。”习近平总书记
的鼓励，让王雅妮更加坚定了成为一名老
师的想法。

在特教学校和福利院的帮助下，2017
年王雅妮获得了进入当地一家专业美容
学校学习的机会。但老师和同学都是健
全人，没有手语辅助，课堂内容完全听不
懂，只能干着急。
“老师，可以借你的笔记抄一抄吗？”

一向内向的小雅妮决心咬牙克服困难。
听不到讲课内容，就抄下老师的教案反复
学习；弄不懂操作难点，就跟着教学视频
一遍遍体会。实在学不明白，就将疑问写
成一张张小卡片递给老师，等到老师解释
清楚，自己完全理解，又在书上写下密密
麻麻的注释。

学期末，她不仅在专业知识考核中名
列前茅，就连笔记也被其他健全孩子竞相
传阅学习。

2018年深冬的一个早上，一沓盖满“红
戳戳”的材料被郑重交到王雅妮手上。她

如愿回到特教学校当上了一名老师。
然而，一名聋哑人站上“讲”台，要克

服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个头比学生高不了多少，站在学生

当中，个子大些的能把她“淹没”。很多
知识点需要反复操作示范，打手语就像
是“体力活”，一通操作下来，细密的汗珠
爬满额头。

渐渐地，学生们发现，每次上课前，黑
板上早已写满了当日课程的板书。大家
这才知道，王老师总是提前20分钟来到教

室，一笔一画将书本上的知识重点“搬上”黑
板。为了让授课更有吸引力，王雅妮从网上
学习各种最新美容教程，学会后精心写入板
书，不同颜色代表不同难度，在一些特别要
注意的内容旁边还会画上星星或笑脸。
“我学到的越多，能教给学生们的就越

多。”站上讲台的王雅妮，比之前更勤奋。
但也有手语和板书很难解决的问题。
那是一节面部美容课。在健全人那里，

“手法”“力度”“火候”这些看似抽象的词汇
并不难理解，但对于聋哑学生来说，就变得

困难重重了。
果然，学生怎么也理解不了“稍稍用力”

是什么意思，全都瞪大了眼睛望着王老师。
王雅妮也犯了愁。她思索了一会儿，将

一位同学请上讲台，先是把自己的手放在学
生胳膊上，轻轻揉一揉，望向学生们皱了皱
眉；然后加了点力，似乎有些夸张地打着圈揉
压，又望向学生点了点头。接着，她走下讲
台，把刚才的动作在其他学生胳膊上挨个儿
重复一遍。

这下，学生们焦急委屈的小脸全都绽开
了笑颜。
“你们真棒！”王雅妮将两个大拇指竖在

胸前。
用爱倾听，学会感恩，这是王雅妮儿时从

老师那里感受到的，现在她又迫切地将这份
爱分享给自己的学生。
“王老师，我要像你一样坚持学习不

放弃。”
一天，一名聋哑女生带着饼干和苹果找

到正在办公室备课的王雅妮。一进门，女生
将右手拇指竖起，然后将拇指向前弯两下，又
将两手比作一个爱心放在胸前。

原来，这名女生曾有一段时间对前途感
到迷茫，学习有了倦怠情绪，一度准备弃学。
王雅妮得知后，好几次在课后找她谈心，又在
文艺演出时帮她化妆打扮。渐渐地，两人成
了姐妹般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女生也将自
己心里的困惑迷茫一股脑告诉给王雅妮。
“美不只是眼睛嘴巴好看，更是心里自

信。”一双笑眼认真地看着女生，王雅妮用右
手食指一点一点敲着太阳穴，这是她在启发
学生时习惯用的动作：“不管以后走什么路，
现在都要坚持学习不放弃，用自己的双手为
梦想奋斗。”女生认真“倾听”，使劲点了点头。
“‘好好学习’是我对学生们说得最多的

话，也常用这句话激励自己，习爷爷当年的嘱
托成为我如今工作的追求。”说着，王雅妮用
右手拍了拍左肩，又用右手食指划向前方，比
划出跑步的手势。

在手语里，这代表责任在肩，一直向前。
新华社记者 魏婧宇

新华社呼和浩特9月9日电

图为，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

校，王雅妮（中）给两位聋哑学生补课。

新华社发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会议强调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底线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9日召开电
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
会议并讲话。她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
控的重要指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执行第九
版防控方案，突出外防输入、人员有序流动、重点场所的防控，
立足于早、立足于防，早发现、快处置、防外溢，牢牢守住不发
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落
实好“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主持会议。
孙春兰指出，当前，受境外疫情高位流行影响，我国多

地发生聚集性疫情，要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尽快控制住疫
情。要突出抓好外防输入，严格入境口岸、隔离点、定点医
院人员的闭环管理，严防交叉感染和疫情外溢。要完善快
速响应和处置机制，提高监测预警灵敏性，细化应急响应预
案，以快制快扑灭疫情。要做好隔离点和方舱医院等防控
资源的储备，加强防控政策的培训，提升基层防控能力。严
格落实流动人员和重点场所的防控措施，统筹好高校疫情
防控和学生生活学习。要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坚决整
治“层层加码”“一刀切”，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群众生产生
活的影响。

9月9日零时起，贵阳市观山湖区（除熙院小区外）、白云

区（除麦架镇外）解除临时静态管理，转入常态化疫情防控

状态。图为，市民在贵阳市观山湖区碧海社区一菜市场内

买菜。 新华社发

贵阳部分区域解除临时静态管理

北京两起疫情未发现社会面外溢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在9月9日举行的北京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两起疫情尚
未发现社会面外溢情况，北京市倡导进返京人员“落地检”。

刘晓峰表示，中秋节小长假期间人员流动性、聚集性增
加，北京市疫情防控压力持续增大。 据新华社电

《全国国土绿化规划纲要（2022—2030年）》编制完成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造林种草5亿亩

为推进数字医疗完善现代化城市医疗体系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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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近年来，在朝鲜劳动党八大确定的方针政策指
引下，朝鲜人民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果，
并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好同志、好邻居、好朋友，我
们对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在总书记同志和朝鲜劳动党领导
下，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新
发展、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我
同总书记同志就规划两党两国关系发展蓝图、充实中朝友谊
时代内涵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朝友好更加深入人心，两
国交流合作持续推进，双方在彼此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
彰显了中朝传统友谊的蓬勃生机。

习近平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
新的动荡变革期。中方愿同朝方保持战略沟通，加强协调
合作，共同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更好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
贡献。

（上接第1版）

与会同志建议，要坚持以人为本，丰富服务模式，提
高服务效率，在实现线上服务便捷化上下功夫，不断提
升我市数字医疗便民惠民水平；要坚持智慧高效，整合
现有医疗健康信息系统，推进区域医疗合作，加强医联
体建设，落实分级诊疗制度，不断提升我市数字医疗互
通共享水平；要坚持规范有序，创新监管机制，提升监管
能力，压实主体责任，强化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不断提
升我市数字医疗安全保障水平；要坚持立足优势，探索
搭建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打造数字医疗产业集群，打通
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通道，引育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团

队，不断提升我市数字医疗产业带动水平。
盛茂林指出，推进数字医疗、构建现代化城市医疗体

系事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是一项系统工程。全市各
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站在坚定捍卫“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按照
市党代会部署要求，聚焦推进健康城市建设的重点难点
问题，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助力医疗卫生事业
高质量发展，为建设高品质生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
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习近平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习近平同非洲联盟领导人互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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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全国绿化委
员会近期编制完成《全国国土绿化规划纲
要（2022—2030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生态保护修复司司长张炜9日表示，按照
规划纲要，“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完成造林
种草等国土绿化5亿亩。

他是9日在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国家林草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

述表示的。
张炜介绍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科学开展国土绿化，全面推
行林长制，国土绿化工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截至2021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4.02%，森林蓄积量达到194.93亿立方米，
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保持“双增
长”；完成种草改良6.11亿亩，草原持续退

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完成防沙治沙3亿
亩，土地沙化程度和风沙危害持续减轻，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提高。

他表示，纲要明确，“十四五”期间规
划完成造林种草等国土绿化5亿亩，治理
沙化土地面积1亿亩。城市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达到 43%，村庄绿化覆盖率达到
32%。到2030年，自然生态系统质量和稳

定性不断提高，沙化土地和水土流失治理
稳步推进，生态系统碳汇增量明显提升，生
态产品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国家生态安全
屏障更加牢固，生态状况持续好转，美丽中
国建设取得新进展。

为此，纲要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要重点做好合理安排绿化空间、持续开展
造林绿化、全面加强城乡绿化、强化草原生
态修复、推进防沙治沙和石漠化治理、巩固
提升绿化质量、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等
工作。此外，还要新建一批乡土树种、灌木
树种、珍贵树种采种基地，加强草种繁育基
地建设，提高良种生产能力和使用率，加大
科技创新推广，强化支撑能力建设。

（上接第1版）中国同非盟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合
作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为传承中非传统友好和加强新时代
团结合作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我高度重视中非盟关系发
展，愿同萨勒总统和非盟成员国其他元首一道努力，以中国
非盟建立外交关系20周年为新起点，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
神，全面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成果，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增强发
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为构建新时代中
非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萨勒表示，值此非盟成立2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发
来热情洋溢的贺电，充分展示了非洲和中国人民间的亲
密友谊，我谨向您表示诚挚谢意。我高度赞赏非中传统
友谊、团结合作和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充满活力的伙
伴关系。我谨向您重申，非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坚
定支持非洲大陆同友好的中国携手共建新时代中非命运
共同体。

（上接第1版）要加力推进制造业立市战略，积极发展信创、航空
航天、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
进。要以市场化思维推进改革、扩大开放，把发展活力充分激发
释放出来，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各开发区要发挥“野战军”优
势和作用，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持续完善运行机制，立足自身比
较优势，壮大园区主导产业，为滨海新区经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张工强调，市级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深度对接，针对企业实际

诉求提供优质服务，在政策创新、要素供给、人才引育、营商环境建
设等方面给予滨海新区有力支撑。
市领导连茂君、朱鹏和市政府秘书长孟庆松参加。

挑大梁担重任 发挥好龙头带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