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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国
务院新闻办17日发表《新疆的劳动
就业保障》白皮书。

白皮书介绍，中国新疆把促进劳
动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根基工程，坚持把劳动者自主就
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
鼓励创业相结合，持续加大就业培训
力度，积极拓宽就业渠道，有效扩大
就业容量，就业形势持续向好，各族
群众收入水平不断提升。

白皮书显示，近年来，新疆劳动
就业保障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就业
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更趋合理，
劳动力素质明显提升，居民和职工收
入稳步增长。2014年至2019年，新
疆劳动就业总人数从1135.24万人增

加到1330.12万人，年均农村富余劳
动力转移就业276.3万人次以上；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32万元增至
3.47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8724元增至1.31万元。

白皮书强调，新疆依法保障劳动
者基本权利，切实保障劳动者平等就
业、获得报酬、休息休假、职业安全、宗
教信仰自由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等
各项权利。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积
极响应国际劳工组织倡议。白皮书
称，新疆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措施，
积极践行国际劳工和人权标准，最大
限度保障各族群众充分享有劳动权，
为在更高层次和更广泛意义上实现生
存权和发展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新办发表《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 （记
者 伍岳）针对美国国务院宣布副
国务卿克拉赫访台一事，外交部发
言人汪文斌1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
台官方往来，敦促美方充分认清台
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慎重处理涉
台问题。

汪文斌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
式的美台官方往来，这一立场是一
贯、明确的。美方执意安排克拉赫访

台，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规定，助长“台独”分裂势
力嚣张气焰，破坏中美关系和台海和
平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
方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清台湾问
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停止
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慎重
处理涉台问题。中方将根据形势发
展作出必要反应。”汪文斌说。

外交部：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据教
育部网站17日公布的消息，为简化
留学回国人员办事程序，方便广大留
学回国人员工作和生活，教育部决定
自2020年11月1日起，取消《留学
回国人员证明》。

据了解，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
起，驻外使领馆不再受理《留学回国
人员证明》开具申请。2020年9月
30日前已提交申请的，驻外使领馆
根据留学人员意愿提供相应服务。
已经受理、使领馆开具时间晚于
2020年11月1日的，《留学回国人员

证明》仍然有效。
《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取消后，

相关部门和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可
通过留学人员提供的国外院校或科
研机构录取材料、国外院校颁发的
学位证书或毕业证书、国外院校或
科研机构出具的学习进修证明材料
或留学人员自愿在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开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等
认定留学人员身份和经历，可通过
留学人员护照及签证、出入境信息、
回国行程票据等确定留学人员在外
留学期限。

11月1日起取消《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新华社记者 秦富梁

“九一八”临近，尽管需要网上预
约，位于沈阳柳条湖立交桥西北的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游客络绎不绝。
历史是记忆的生命，文物是记忆

的存盘。如何看待那段历史，应该传
承怎样的民族记忆？在“九·一八”历
史博物馆几个重要历史文物前，记者
对游客随机进行了采访。

高18米、宽30米、厚11米的残
历碑是“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广场上
最显眼的建筑，许多来参观的团体都
列队在残历碑前组织宣誓活动。

这座巨大石雕，由混凝土浇灌，花
岗石贴面，碑形为一部翻开的残破台

历，左侧镌刻着事变发生的简要经过，
右侧是事变发生的历史时间。

残历碑上定格的那一刻，日本关
东军蛮横地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和沈阳城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
中国人民从此开启了长达14年艰苦
卓绝的抗日战争，付出了伤亡3500万
人的惨痛代价。

“在庄严肃穆的残历碑前，宣誓更
能直达内心，对着这个残历碑重温誓
词，仿佛面对着当年数千万苦难的同
胞，作为新时代的中国军人，感觉肩上
的担子更重了。”随部队前来重温入伍
誓词的北部战区某部下士刘健说。

博物馆主馆前广场东是“九一八
事变爆破地点碑”，其整体形状为炸弹

尾翼形。这个碑于1938年由日军竖
立，替代了他们此前制作的木碑牌。
这个碑原来位于铁路爆炸地木碑东侧
不远处，抗战胜利后曾被推倒，后又被
博物馆收藏。

据了解，木碑牌源于日军在“九一
八事变”后为掩盖真相，而用两根所谓
被炸毁的铁路枕木保留的“证据”。而
石碑则是日军为炫耀战绩所制。

从遮遮掩掩篡改真相到极度膨胀
炫耀军国主义，碑身的变化对历史做
了生动真实的记录。

“真相弥足珍贵，后世需要真相才
能前行。”在“九一八事变爆破地点碑”
前，大学生王乐驻留了许久。她说：

“很难想象战争能让人如此扭曲。对
于我们来说，需要了解历史的真相，才
能更加珍惜和平、维护和平。”

（据新华社沈阳9月17日电）

留存“九一八”文物记忆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自9月17
日起，中国记协在中国记协网、新华网公
示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第十六届长江
韬奋奖评选结果。本届中国新闻奖共评
选出350件拟获奖作品，其中特别奖5

件，一等奖68件，二等奖106件，三等奖
171件；评选出长江韬奋奖拟获奖者20
名，其中长江系列10名，韬奋系列10
名。最终获奖结果以揭晓为准。同时公
示的还有本届《评选细则》和评委名单。

公示时间为9月17日中午12时至
9月27日中午12时，在此期间，社会各
界均可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
等方式对评选结果发表意见，进行监督
和评议。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将认真受

理，并将对有关举报进行核查和处理。
公示结束后，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将正
式公布获奖结果。

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电话：010-
61002846/2762

电子邮箱：5826@vip.163.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7号
邮编：100062

中国记协公示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第十六届长江韬奋奖评选结果

□本报记者 黄琪奥

日前，作为重庆图书馆活化利用特
藏文献的重要成果——《抗战时期大后
方经济社会资料汇编》（共50册）（以下
简称《资料汇编》）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出版。该丛书通过详实的史料，向市
民讲述了抗战时期，包括重庆在内的西
部十二省份经济发展及社会相关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不少珍贵的史料都
是首次与读者见面。

这套图书的价值究竟在何处？编撰
过程有怎样的故事？9月16日，重庆日报
记者来到重庆图书馆，采访了该书编者和
相关专家，了解这套图书背后的故事。

偶然发现的珍贵文献

“其实，产生编撰这套丛书的想法，
是出于一次偶然发现。”谈及编撰这套丛
书的初衷，该书编者之一、重庆图书馆研
究咨询中心主任唐伯友表示，2010年，
初到重庆图书馆的他在特藏文献库整理
文献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了一本内部文
献。仔细翻阅之后，他发现这是一本成
书于民国，主要记载抗战时期大后方经
济社会状况的调查报告。

“当时，我看到这份文献相当兴奋。”

唐伯友回忆，在这之前他就听闻，1938
年到1944年期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主
导了一场以推动战时大后方自然资源、
人力资源、社会资源整合和开发为目的
的经济社会调查，并留下了数百份珍贵
的调查报告，分别保存于重庆图书馆、国
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单位。

但可惜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
于缺乏专业整理，这些珍贵的调查报告
都只是被妥善地保存在各图书馆的特藏
文献库，其价值少有人知。”唐伯友说，于
是他当即决定，努力把这些珍贵的文献
编撰成册，让它们与读者见面。

近四成史料首次对外披露

产生了编书的想法后，唐伯友就以
充沛的热情，投入到对这批文献的整理
中。从2010年到2020年的这十年时
间里，他的业余时间基本都用在文献整
理上。“相较于其他丛书，编撰《资料汇
编》所面临的困难就是文本整理。”据唐
伯友回忆，虽然这套丛书70%的文献都
源于重图馆藏，但由于之前未进行系统
的整理，大部分调查报告都隐藏在浩如
烟海的馆藏文献中，需要用大量时间进
行甄别，“除了整理重庆图书馆的文献，
我还曾利用各种机会去北京、台湾等地

查阅相关文献。”
不仅如此，由于《资料汇编》收集的

报告大多为油印本、手抄本，时间间隔较
长，导致上面有的文字很难辨认，有时整
理一篇报告要用2到3周的时间。

据不完全统计，书中所收录的诸多
调查报告中，有近四成的史料都是首次
对外披露。“例如由时任中国地理研究所
工作人员李承三等人所著的《嘉陵江流
域地理考察报告》中就科学论证了嘉陵
江流域的地貌特征、水系演化，特别是对
大巴山冰川问题、嘉陵江滩险成因等进

行了详细的阐释，对于今天人们治理嘉
陵江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唐伯友说。

而另一份《成渝路区之经济地理与
经济建设》，则详细地论述了成渝地区地
下资源的分布，也对成渝地区的经济建
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样的报告对如
何建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有一定的
借鉴作用。”唐伯友说。

为研究抗战史料提供第一手资料

据统计，《资料汇编》共收录抗战时
期关于大后方经济社会生活的资料文献
363种，涵盖经济社会、资源、农村、农
业、工业、城乡生活、社会建设、社会治
理、交通运输、财政金融、人口户政等方
面的内容，综合展现了重庆、四川、云南
等战时大后方、省市的社会全貌，

凭借详实的史料，该书也得到专家
们的一致好评。专家们认为，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之际，《资料汇编》的出版不仅能
综合展现战时大后方的社会全貌，其中
收录的多种珍稀油印本、手抄本还能为
学界和大众深入研究抗战史提供第一手
的资料支撑。

“同时，这也是重庆图书馆活化利用
馆内特藏文献的一次很好尝试。”丛书主
编、重庆图书馆馆长任竞说，未来重庆图
书馆将加大对馆藏抗战文献的整理力
度，争取在今年之内，把这些文献全部数
字化，进而让更多人了解抗战时期重庆
所发生的那些故事。

《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社会资料汇编》出版

再现抗战大后方社会经济发展全貌

《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社会资料汇
编》书封。 （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沈阳9月17日电 （记者 于
也童）日前，沈阳市档案馆面向社会首次公
布馆藏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亲历者、
见证者的口述档案共122件、541页。

这些口述档案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
年代，是地方党史部门就东北抗日义勇军、
抗日联军十四年的抗战情况所进行的采访
记录。真实生动地记录了九一八事变后，
沈阳及周边地区不同阶层民众面对日寇的
疯狂侵略和残暴的殖民统治，誓死不做“亡
国奴”,浴血奋战、武装抗日的历史。“这批
公布的口述档案共涉及人名200余个，主
要人物100余人。这其中既包括‘流亡学
生’抗日救国，投笔从戎组成‘学生军团’；
也有士绅抛家舍业，救国取义；更有东北军
旧部军人奋起抵抗，打响反击日寇侵略的
枪声等，充分体现了抗战的全民性。”沈阳
市档案馆编研部部长王梓熠说。据介绍，
此次公布的这批馆藏档案为研究东北14
年抗战历史提供了较翔实的档案史料支
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541页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亲历者口述档案首次公布
相关新闻>>>

创新机制
让教师搭乘专业化成长快车

在育才教育集团看来，教师是教
育发展的第一资源，高质量的教育来
源于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在“多维一体，教育大渡”理念的
引领下，大渡口区围绕政治素养(师
德)、专业能力(师能)两大维度，理想
信念、高尚师德等六大要素，多措并
举构建了“1268”师德与师能同步提
升的教师专业发展体系，推进教师专
业发展转型升级和模式创新，为全区
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有针对
性、指导性的意见。

基于全区这样的教师培养体系，
育才小学教育集团在全面实施“人才
夯实基础”战略的基础上，建立健全
了“三层四段导师制”，通过聘用市、
区和校三个层级的学科优秀教师为
导师，经过选聘导师、师徒结对、过程
管理、目标考核四个阶段，实施层递
化的选聘导师、制度化的师徒结对、

精细化的过程管理和标准化的目标
考核，营造了有助于青年教师“借梯
登高”的成长空间。

据了解，育才小学教育集团的
“三层四段导师制”以打造“重庆一
流”的教师团队为培养目标，市级导
师采用研训一体的指导方式，指导骨
干教师；区级导师采用课堂教学实践
和课例研究的指导方式，指导教师能
力综合提升；校级导师则利用丰富的
教学经验和技巧，指导新教师尽快

“入格”。
“‘三层四段导师制’为学校青年

教师搭建了成长阶梯，引领他们实现
从合格走向优秀，从优秀迈向卓越的

‘飞跃’。”育才小学教育集团总校校
长毛世伟说。

“三层四段导师制”的推广实施，
让育才小学教育集团收获了成果：学
校培养出市骨干教师16人，区骨干
教师38人，校骨干教师25人；近5年
获得国家级、市级、区级课堂教学竞
赛奖86人次，优秀课例、先进经验在

区内外交流分享42人次，论文获市、
区奖267人次，2人获得市“最美教
师”称号，14人次获市区“教书育人楷
模”“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荣誉
称号；为各兄弟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提
供经验，办学质量得到本质提升。

活用资源
激活教师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毕业后进入育才小学成为一

名道法课老师，李雪在短短3年时间
里取得拔节成长，多次获得市区级道
法课赛课一等奖。

“多亏了学校在集团化办学的背
景下，以融合促进优质资源共享，找
准教师专业成长关键，灵活采取青蓝
结对、校际交流不同的培养方式，并
合理运用监测机制，我才能汲取丰富
营养，实现长足的成长与突破。”育才
小学教育集团双山实验分校语文教
师金杰说。

近年来，大渡口区采取“名校+弱
校”、“名校+新校”、“城区校+乡村

校”的组合方式，组建了以育才小学
等4所区内名校为龙头的教育集团，
实行集团化办学，破解教育资源不均
衡的坚冰。

沐浴着“集团化办学”的春风，育
才教育集团实行“一体化”集团管理
模式，在教育理念、教育管理、教学方
法等方面实现共享，激活了教师主动
发展的因子，整个集团有很多老师都
创造、收获了教育教学的精彩。

事实上，育才教育集团在集团化
办学的过程中，不断挖掘、实施内容
丰富、层次分明、形式多样的教师培
养方式，优化了教师队伍结构，推动
了教师专业化发展。

比如，该集团启动“青蓝工程”三
年培养计划，启动“种子计划”两年培
训计划，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技能和
从业素养；加大培训力度，构建“国、

市、区、校”四位一体的“线上线下”培
训架构，增强教师的综合素质与专业
水平；建立师德师风长效机制，加强
教师的教育思想、职业道德等方面的
培训教育；依托小课题，研究领域辐
射到各个学科，以研促教、以研促学，
引领教师向研究型教师转型……

为促进教师健康有序发展，集团
还采取“三进三出”的质量监测方式，
在教师入职第一个三年“入职合格
期”，第二个三年“成长拔节期”，第三
个三年“标杆发展期”，制定相应的学
习、培训、实践、检验的方案，其完成
情况由教研组、年级组进行直接考
评，学校综合考评，与教师的年度考
核和绩效评价挂钩，下好每一步成长

“关键棋”。

谭茭 赵刚 胡忠英

近日，市教委公布了今年
评选产生的32名教书育人楷
模，大渡口育才小学教育集团
教师何敏榜上有名。

扎根基层教育，辛勤耕耘
26年以来，何敏在平凡的教
学岗位，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
园丁之歌：备课时，她努力钻
研教材，精心设计教学；课堂
上，她巧妙运用课件，提升课
堂教学质量；作为学科带头
人，她倾心指导青年教师拟定
专业成长计划，耐心指导青年
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比赛，悉心
传授教学技巧，给予年轻人成
长、发展、进步的力量。

像何敏这样的好老师，在
育才小学教育集团比比皆是。

为何能不断涌现出众多
精业善道、启智求真、无私奉
献的优秀教师？让我们走进
育才园，探寻成就好老师的
奥秘。

“三层四段”探新路 教师成长节节高
——大渡口区育才小学教育集团构建教师发展新生态

波音公司9月16日就美国国会众议院运输和基础设施委员会关于波音
737 MAX系列飞机设计、开发和认证的最终调查报告发表声明称，公司已将
报告中的许多改进意见和内部审查结果纳入737 MAX机型和飞机总体设计
流程。737 MAX系列客机因防失速自动控制系统设计缺陷，从去年3月起在
全球多国遭禁飞。这是在美国西雅图航拍的737 MAX飞机。 新华社/路透

737 MAX系列飞机最终调查报告出炉
波音公司称已采纳意见改进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