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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简 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

●由中央宣传部、中国法学会组织编写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法治思想

概论》一书，日前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俄罗斯侦查委员会8日说，莫斯科州诺金斯克

市一栋9层住宅楼8日上午发生燃气爆炸，造成2人

死亡、9人受伤

●墨南部格雷罗州7日发生7.1级地震，首都墨

西哥城震感强烈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记
者王鹏）记者8日从教育部新闻
发布会获悉，2021 年全国教书
育人楷模名单正式公布。

中宣部宣教局副局长冷志明
介绍，今年推出的 10 位全国教
书育人楷模分别是：河北省石家
庄市外国语学校教师李红霞，辽
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第五
中学教师张万波，黑龙江省牡丹
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教师王丹
凤，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坎门海
都小学教师叶海辉，东华理工大
学教授周义朋，河南省新乡市辉
县市西平罗乡中心幼儿园园长、
教师郭文艳，重庆市特殊教育中
心校长、教师李龙梅，贵州护理
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李红波，西藏
自治区日喀则市萨嘎县昌果乡完
全小学校长、教师强巴次仁，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郝跃。

据了解，这 10 位全国教书

育人楷模，涵盖了高教、职教、
中小学、幼教、特教等各级各类
教育，同时兼顾了地域、民族、
性别、年龄等因素，既有高校勇
攀科研高峰的领军拔尖人才，也
有在乡村默默奉献的一线教师，
他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
命，坚决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模范践行“四有好老师”
标 准 ， 努 力 当 好 “ 四 个 引 路
人”，始终坚守“四个相统一”，
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
范，贡献突出，事迹感人。

此外，发布会上，教育部教
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介绍，今年
教师节的主题是：赓续百年初
心，担当育人使命，将深入开
展教师“四史”学习教育和师
德专题教育，宣传贯彻落实强
师惠师政策，还将开展首批教
育世家学习宣传、最美教师遴选
活动等。

2021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公布

新华社武汉9月8日电（记
者王贤）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局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部门8
日起针对汉十高铁线路上开行的
所有动车组列车推出“计次票”

“定期票”两种灵活便捷的新型
票制产品，在原有票价上享受一
定的折扣优惠。

“计次票”“定期票”均指一
定有效期内、限定不同乘车次
数、指定发到站及席别的车票，
二者的优惠折扣、产品有效期和
乘车次数有所不同。具体到此次
推出的汉十高铁两种新型票制产

品，购买“计次票”的旅客，可
在90天有效期内，乘坐20次在
汉十高铁开行的、购买产品时指
定发到站和指定席别的列车；购
买“定期票”的旅客，可在 30
天有效期内，最多乘坐 60 次在
汉十高铁开行的、购买产品时指
定发到站和指定席别的列车。

据武铁相关负责人介绍，
“计次票”“定期票”推出后，持
有新型票制产品的旅客不用一次
次买票，只需刷身份证即可进站
乘车。本次开通的车站有汉口、
天河机场、孝感东等13个车站。

汉十高铁推出“计次票”“定期票”

新华社石家庄 9月 8日电
（记者李继伟）为切实做好离校
未就业残疾人毕业生就业帮扶工
作，9月8日，中国残联与人社
部、教育部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共
同启动了 2021 年离校未就业残
疾人毕业生专项帮扶活动。

活动以“助力梦想，智选未
来”为主题，来自京津冀地区的
50 多家企业和数百名应往届高
校残疾人毕业生对接了就业意
向。活动期间，中国残联就业
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外企人力
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国华
众联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约了

“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培训就业一
体化服务”战略合作，北京外
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和北

京国华众联科技有限公司向中
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设立
了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培训就业
专项基金。

据悉，2021 年，应届高校
残疾人毕业生是历年残疾人毕业
生人数最多的一年。本次就业帮
扶活动的开展，标志着全国离校
未就业残疾人毕业生就业帮扶活
动全面启动。“离校未就业残疾
人大学生就业帮扶活动非常重
要。”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说，
就业可以让残疾青年得到可持续
发展，为国家奉献青春力量，也
能实现个人美好理想，中国残联
将以高度责任感配合相关部门解
决残疾人就业问题，为更多残疾
人创造光明前景。

2021年离校未就业残疾人毕业生
专项帮扶活动启动

这是9月8日拍摄的第二十一届投洽会展馆。
9月8日至11日，以“新发展格局下国际投资新机遇”为主题

的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举办。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背景下，有近 100 个国家和地区、800 多个经贸团组、
5000多家企业线上线下参会。 林善传 摄（新华社发）

走进第二十一届投洽会展馆

新华社记者 王 昆 冯维健

车辆驾驶舱就像小型“体检
站”，坐在里面即可实时监测心
跳；全自动采血机器人变身医院

“护士”，疫情防控期间减少医患
接触风险……9月6日至8日，以

“创新发展与数字经济”为主题
的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
在河北石家庄举办，数字经济的
红利正在惠及百姓生活的各个角
落。

展区门前广场上，“科技智

享出行”的标语十分醒目。一辆
安装了“酒精锁”智能系统的汽
车吸引了不少群众关注。装置启
动后，一旦测试出驾驶员体内酒
精浓度超过安全水平，汽车连锁
装置就会激活，车辆不允许启
动，以此减少酒驾带来的交通事
故。

如今，中国的智能网联汽车
产销量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科
技正在引领全球汽车新时尚。

在智能驾驶辅助体验区，记
者坐上一辆演示车辆的驾驶舱。
1 分钟后，屏幕上便出现了记者

的呼吸和心跳频次。通过雷达系
统，车辆可实时监测驾驶员的生
命体征和健康状况，提前预判可
能突发的心血管疾病，提高车辆
行驶中的安全系数。

本届博览会上，一台静脉智
能穿刺采血机器人引来群众纷纷
驻足。模拟手臂伸入机器后，识
别血管、消毒、采血等一连串操
作均由机器人自动精准完成，全
过程只需两三分钟。

“这台静脉智能穿刺采血机
器人可代替护士，全自动无人值
守进行静脉血采集。”工作人员

称，该设备不但解决了医院护士
不足的问题，而且在特殊时期可
避免患者和医护人员面对面接
触。

除了医院设备的升级，一些
家用智能终端的出现，让居家健
康有了全天候的守护者。面向镜
子，伸出舌头……不一会儿，一
份健康诊断报告就显示在镜面
上。在新奥集团展区，一款被称
为“魔镜”的来康镜科技感十
足。这款来康镜集成多种智能检
测设备，可动态监测多项健康指
标，进行健康评估和疾病早筛，

并提供就医指导和调养建议。
如果家长担心孩子不认真刷

牙，还能用来康镜检查刷牙情
况。使用配套电动牙刷，刷牙姿
势、刷牙时长、洁净程度等数据
就实时传输至系统，自动生成刷
牙报告，并提供科学的刷牙建
议，帮助孩子养成良好习惯。

专家表示，云计算、大数
据、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正在为医疗行业注入新动
能，加快推动医疗健康领域智能
化升级，为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新华社石家庄9月8日电）

■新华全媒+

数字经济红利惠及百姓生活
——打卡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

新华社喀布尔9月7日电（法里
德·贝赫巴德）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
穆贾希德7日在喀布尔举行的记者会
上表示，塔利班决定组建临时政府，
并公布了临时政府主要成员。

其中，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
将出任临时政府代理总理，阿卜杜
勒·加尼·巴拉达尔和阿卜杜勒·萨
拉姆·哈纳菲出任临时政府代理副总
理。西拉杰丁·哈卡尼出任代理内政
部长，穆罕默德·雅各布出任代理国
防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出任代
理外交部长。

阿富汗塔利班
组建临时政府

新华社东京9月8日电（记者刘
春燕）日本内阁府8日发布的修正数
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
生产总值 （GDP） 环比上升 0.5%，
按年率计算增幅为 1.9%，与初值相
比小幅上调。

根据内阁府8月16日公布的初步
统计结果，第二季度日本实际 GDP
环比上升 0.3%，按年率计算增幅为
1.3%。

修正数据将第二季度个人消费和
企业设备投资环比增幅分别由 0.8%
和1.7%上调至0.9%和2.3%。

从内外需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
度来看，内需对二季度经济增长的贡
献由 0.6 个百分点提升至 0.8 个百分
点，外需的贡献保持负0.3个百分点
不变。

日本

上调二季度GDP增幅

新华社雅加达9月8日电（记者
汪奥娜）根据印度尼西亚警方公布的
消息，雅加达近郊唐格朗镇一座监狱
8日凌晨发生火灾，造成41人死亡、
80人受伤。

雅加达警方表示，火灾发生于当
天2时20分，一小时后被扑灭。火灾
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初步判断可
能与电线短路有关。伤者已被送往医
院治疗，其中8人伤势严重。

印尼法律和人权部发言人丽卡·
阿普兰蒂当天表示，发生火灾的监狱
单元房过于拥挤，关押了 122 名犯
人，实际设计承载量仅为40人。

印尼一监狱发生火灾
致41人死亡

这是9月6日在西班牙马德里拍
摄的刚刚出生的两只大熊猫幼崽。

旅居西班牙马德里的大熊猫“花
嘴巴”又当妈妈了。它6日成功产下
一对双胞胎。两只幼崽出生时的体重
分别为171.4克和137.4克，其性别还
有待专家进一步确认。2010 年9月，

“花嘴巴”曾生下一对雄性大熊猫幼
崽。

（新华社发）

旅西大熊猫“花嘴巴”
产下双胞胎

这是9月7日在德国慕尼黑国际车展上拍摄的宝马i3s电动汽车。
德国国际汽车及智慧出行博览会前身为法兰克福国际车展，7日在慕尼黑正式开幕，多家国际知名车企将展示最新产品并

提供未来交通解决方案。 逯 阳 摄（新华社发）

（上接A01版）陈家沟景区管理局局长刘
中原说。据介绍，“印象·太极”项目是
太极全域剧场一部分，另外两部分为“万
象·太极”“圣象·太极”。该项目将演出
剧场周边的展馆、文化展示点加以戏剧、
打击乐等元素进行重新编演，从而与演绎
联动表达，在动与静中带给游客别样的

“太极范儿”体验。
中华太极馆是一座集太极拳文化体

验、太极古村落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建
筑，既有现代光电的动感，又有古朴建筑
的穿越，5 月起升级改造为“万象·太
极”。而拳影绰绰、曲径通幽的太极拳祖
祠及杨露禅学拳处，流传着无数个防匪自
卫的动人故事，蓬勃着能量巨大的人文律
动，这里构成“圣象·太极”项目的主要
景点。

“今年端午节，我们有幸在太极拳祖
祠内欣赏了‘圣象·太极’的打击乐作品

《太极之音》。”来自北京的游客锁清秋
说，“现场非常震撼。击打筛锣、碗磬、
碰铃之音，让太极拳的‘柔’与‘刚’完
美呈现，‘手拍’技法演奏将太极拳‘收
势’融入肢体，给观众留下无穷的遐想。
这样的节目，游客只要到现场看过，就会
念念不忘。”

“功夫太极”安放着“诗情”

“上至哼哼，下至能能，大人小孩，
都会扑腾。”陈家沟这首民谣，说的是不
管老人还是孩子，人人多少都会比划几招
太极拳。

村北的陈家沟国际太极拳交流中心是
武风侠气积蕴的“磁场”。“金带连环束战
袍，马头冲雪斩桂鳌。”太极高手角逐
时，这条不起眼的条幅里也写满了豪迈与
文艺。“这里每年至少举行各类太极拳比
赛50余场。”该村拳师陈朝霞说，“如今的
赛事更具‘文艺范儿’，从服装到标语都
可见一二。”

“功夫太极”里的“文艺范儿”由来

已久。“闷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趁余
闲，教下些弟子儿孙，成龙成虎任方
便。”始祖陈王廷的造拳遗词，旷达、朴
实而又文艺。

古楼幢幢的太极拳祖祠里，“招熟”“懂
劲”“神明”三道门楼阐述着太极拳的三重
境界。三道门楼各镌诗为释：招熟，“一阴
九阳根头棍，二阴八阳是散手”；懂劲，“三
阴七阳犹觉硬，四阴六阳类好手”；神明，

“唯有五阴并五阳，阴阳不偏成妙手”。
来自商丘市的游客晁芳说：“我将这

些诗的理解运用到习拳中，看虚则实的行
走，有了熟络流畅的招式；劲圆力活的从
容，造就叹为观止的气势；无形无象的透
空，始成浑然无迹的虚灵。”

“太极拳豪情里有诗情，更能引发人
们内心的共鸣。”该村青年拳师陈志伟
说，“前辈陈长兴精炼归纳，发展了太极
拳理论；陈有本凝练动作，发展了太极拳
小架；陈鑫整理拳理，写下了太极拳经
典；我们在教拳过程中，把故事融入招
式，将拳法分解为谚语，不仅吸引了太极
拳爱好者，也让普通游客喜闻乐见。”

“文创太极”承载了“画意”

青砖黛瓦、古朴门楼，碧石铺径、椽
檐缠藤。眼前的陈家沟，如经时光浸润、
清水濯洗的水墨画。

这画里有时尚。“在这里，常常能看
到站在电动平衡车上巡街的民警，真是一
道又酷又飒的独特风景。”陈家沟外国语
学校学生陈煜祚说。

这时尚也被搬到手机上。腾讯公司融
合太极拳元素，开发了“多福的太极拳日
常”QQ 表情包。“多福”是拥有 3500 万
粉丝的QQfamily中的功夫达人，将从陈家
沟学到的16个太极拳招式以及部分方言融
入动图。

来自新乡市的游客韦启立在微信上与
朋友聊天时，用得最多的是“多福的太极
拳日常”表情。说定一件事，他就发个

“金刚捣碓”的动图表情，自带文字“就
这么定了”；询问对方时，他就来一个

“白鹤亮翅”，带一句陈家沟方言“嫩弄啥
哩”……

这画里有乡愁。乡愁历来是文化记忆
的价值原点。陈家沟围绕“有人心”的乡
土，以“文艺范儿”的姿态承载更多乡
愁。

在小巷的尽头，可以看到土坯砌成的
院墙、洒满阳光的石凳、交错缠绕的古
树、虬木摇摆的藤蔓、闻鸡起舞的拳影，
不由让人想起年少时的农忙，有种嵌入其
中就能抓住时光的感觉。

“不是所有承载历史的建筑和风景一
定会萧落，只要融入文创，就会成长为多
维的、涌动的图画。”赵堡镇党委书记张
德城说。据介绍，今年年初以来，陈家沟
通过“黄河非遗点亮老家河南”首届全国
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这个平台，分品
牌打造、活动推广、健康养生、休闲旅
游、业态发展5个类别，征集了更多的文
创方案。

“文艺范儿”安放了“诗和远方”，
“太极圣地”更令人“心向往之”。

不大的陈家沟，现有精品民宿、名师
故居、拳校拳馆40余座，太极拳服饰、器
械、文创小店 70 余家，每年 80 多万人次
来旅游。以这里为核心，驻扎在全国各地
的4000余家拳馆，向世界数亿人辐射康养
能量。为延伸产业链，陈家沟还就地取
材，请来能工巧匠加工“怀药”制品，打
造了太极宴、怀药宴、豆腐宴等极具地方
特色的美食。

“文化创意的终极目的是增强软实力
和竞争力，这能为文旅产业和乡村振兴带
来广阔的发展空间。”温县县委书记杨磊
说，“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打造激活文
旅IP的过程中，既要用生态塑形，更要以
文化铸魂，在传承、开发传统文旅资源的
同时，善用文创技术助力发展，更好、更
快地向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迈进。”

（上接A01版）均高于全省和焦作市平均
水平。

持续提升承载能力。该市推动产业集
聚区“二次创业”，以“智慧园区”“绿色
园区”创建为抓手，推动产业集聚区高质
量发展；以“百园增效”为抓手，优化土
地、资金、政策等要素配置，推进“四提
三改两融合”；提升亩均土地投入强度和
产出效益，努力到2025年产业集聚区营业
收入突破700亿元，税收超35亿元，争创
全省四星级产业集聚区，成功创建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
补齐现代服务业短板。该市全面提升

现代服务业发展质效，重点围绕现代物
流、电子商务、金融、节能环保、电子信
息服务等产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
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同时，积极培育多
层次资本市场，推动文化旅游、康养休
闲、商贸服务、住宿餐饮等产业规模持续
扩大。

持续改善营商环境。该市深化“放管
服”改革，统筹抓好金融、医药卫生、教

育、文化、社保等重点领域改革；深入开
展“万人助万企”活动，构建新型政商关
系；加快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等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打造诚信政府；深化府院联
动，坚持民营经济“两个行动”“一联三
帮”和首席服务官等制度；落实县级领导
干部联系分包重点工作、重点产业、重点
项目工作机制；建立常态化营商环境评价
机制，推动营商环境评价进入全省先进行
列。

陈家沟：特色文创拓宽乡村振兴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