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信公众号

我国成为能源生产第一大国

阿克苏日报数字报
www.aksrb.cn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
《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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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发展成就巡礼 ▶▶5—7版

壮丽 年·奋斗新时代7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身边榜样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记者 班娟娟）

《经济参考报》9月24日刊发题为《70年生产

总量增长157.8倍 我国成为能源生产第一

大国》的报道。文章称，70年来，我国能源生

产实现跨越式发展，基础性保障作用持续增

强。70年来能源生产总量增长157.8倍，我

国已成为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能源生产能力不

足、水平不高。1949年，能源生产总量仅为

0.2亿吨标准煤。经过70年的快速发展，我

国能源生产逐步由弱到强，生产能力和水平

大幅提升，一跃成为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

国，基本形成了煤、油、气、可再生能源多轮

驱动的能源生产体系，充分发挥了坚实有力

的基础性保障作用。2018年，能源生产总量

达 37.7 亿吨标准煤，比 1949年增长 157.8

倍，年均增长7.6%。

主要能源品种生产全面发展。原煤产

量1949年仅为0.3亿吨，2018年达到36.8亿

吨，比1949年增长114.0倍，年均增长7.1%；

原油产量1949年仅为12.0万吨，2018年达

到 1.9 亿吨，增长 1574.9 倍，年均增长

11.3%；天然气产量1949年仅为0.1亿立方

米，2018 年达到 1602.7 亿立方米，增长

22894.7倍，年均增长15.7%；发电量1949年

仅为43.0亿千瓦小时，2018年达到71117.7

亿千瓦小时，增长 1652.9 倍，年均增长

11.3%。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9月24日召开会议，审议《新时

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中国共

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

神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

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

明建设全过程。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之际，制定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

教育实施纲要》，对于引导全体人民弘

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具有非

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会议强调，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使爱国主义成为

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

自觉行动。要把握时代主题，引导人们

深刻认识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激发全体人民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凝聚奋进

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要

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在广大青

少年中开展深入、持久、生动的爱国主

义教育，让爱国主义精神牢牢扎根。

会议指出，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是

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新

时代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关键在于坚持

党校姓党、从严治校、质量立校。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主

业主课定位，以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

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主要目标，发挥

干部培训、思想引领、理论建设、决策咨询

作用，教育学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

认识做好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重要

性，落实好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加强

对实施《条例》的组织领导。各级党校

（行政学院）要认真贯彻落实《条例》，牢

牢把握党校姓党的办学原则，加强教学

科研和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不断提高

办学质量和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唐华容）继9月12日

地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会召开

之后，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高度重视，迅速行动，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扎实推进第二批主题教育。

9月15日，地委政法委举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读书班。学习开始前，由

地委政法委机关党支部书记向全体党员配发党

徽，赠发《中国共产党章程》，通过“仪式感”，让每

名班子成员和机关党员铭记学习教育的初心，激

发自觉参加学习教育的动力，增强党性意识、组织

纪律意识，且通过领导领学、分析讲学、讨论交流、

主题发言、县级领导现身说教等模式，让党员干部

“乐于学”。学习过程中，每学完一个篇目，领导班

子成员都对学习内容谈体会、谈认识、谈收获，切

实做到每学一篇文章，思想政治受一次洗礼，以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引导党员干部“主动学”。

9月17日，地委政法委又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组织机关在家党员干部通过

观看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视频资料，深入

学习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

守初心、不改本色的感人事迹。

9月 13日，行署办公室党组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会，全文传达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治区、地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会精神，成立了

行署办公室党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安排部署行署办公室“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

9月17日至9月19日，行署办公室党组进

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通

过领学、研学、自学相结合的方式，重点研读了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

编》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纲要》等重要文献，进一步深化了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

9月19日至20日，地区教育局党组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次集中学习研

讨，学习主要围绕《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习近平总书记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

学习、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进行了全面学

习。根据计划安排，主题教育期间，地区教育局党组将学习教育同调查研究、检视

问题、整改落实有机结合，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体现在主题教育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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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刘红文 通讯

员 韩冀）“十一”国庆节来临之际，地区

各地举行送国旗、升国旗、唱国歌、与国

旗合影等多种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进一步增强了各族干部

群众的爱国热情，共同表达对伟大祖国

明天更加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

“感谢工作队为我家送来了崭新的

五星红旗，这是我收到的最有意义的礼

物，我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

爱国旗。”9月23日，在温宿县克孜勒镇

博然其村，当孤寡老人尼亚斯罕·吐尼

亚孜双手接过温宿县农商行驻村工作

队赠送的国旗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温宿

县农商行驻村工作队与派出单位党员

干部开展“家家户户送国旗”活动，为村

民送去崭新的国旗，并和村民一起悬挂

国旗，让家家户户门前红旗飘扬，用鲜

艳的国旗红为国庆节增添绚丽色彩。

领到国旗后，村民们纷纷将国旗挂

在门前。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家家户户

门前迎风飘扬，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全村上下一路“飘红”，洋溢着浓浓

的节日气氛。发放过程中，工作队还开

展了爱国主义教育。

“五星红旗飘扬在家门口，我为祖

国的繁荣强大感到骄傲和自豪。”尼亚

斯罕·吐尼亚孜激动地说。

工作队长、第一书记艾尼外尔·依

不拉依木表示，通过送国旗活动，既让

村民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又进一步

增强了对伟大祖国的高度认同，从而激

发大家建设美丽乡村、为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自身力量的热情。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9

月23日10时，温宿县佳木镇喀赞阿斯

玛村举行升国旗仪式。伴随着雄壮的

《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村民们整齐地列队向国旗行注目

礼，放声高唱国歌。

国庆节来临之际，地委编办驻喀赞

阿斯玛村工作队、村“两委”组织全体村

民开展“升国旗、迎国庆，爱国主义教育

记心间”主题教育活动，通过举行升国

旗、唱国歌，宣讲国旗法，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随后，驻村工作队对国旗法等相关

内容进行了详细解读，使党员干部群众

进一步了解了我国国旗的神圣意义，掌

握了关于国旗升降仪式的相关知识，知

晓了违反国旗法规定的错误行为，增强

了对国旗的崇敬之情和爱国主义情怀。

“我们现在过上了幸福生活，都是

党和政府给的。每次看到鲜艳的五星

红旗高高飘扬，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一员，我感到特别骄傲和自豪。它时刻

提醒我们现在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衷

心祝愿伟大祖国越来越强大，各族群众

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党员阿不都赛

买提·麦托合提激动地说。

工作队副队长马磊说：“我们组织

升国旗、唱国歌，就是要激发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进一步增强爱党爱国情怀，

增强民族自豪感。我们还将充分利用

农牧民夜校、入户走访等时机，向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宣讲国庆节、宪法法律、

国旗、国歌、国徽等知识，不断激发各族

党员干部群众建设美丽新疆、共圆祖国

梦想的热情。”

9月23日，地区农业农村局驻沙雅

县英买里镇库如

勒库木村工作队

与辖区村民开展

“我和国旗合个

影共庆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活动，

（下转三版）

送国旗、升国旗、唱国歌……

我 和 国 旗 合 个 影

9 月 23 日，地委编办驻温宿

县佳木镇喀赞阿斯玛村工作队举行

“我和国旗合个影”活动。

通讯员 颜寿林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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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4 日，柯坪县第二中学

学生排成“70”图案方阵，齐声合唱

《我和我的祖国》，表达对伟大祖国

的祝福。 记者 杨硕 摄

家家户户门前挂五星红旗

升国旗唱国歌 增强爱国主义情怀

我为祖国送祝福

执教19年，阿瓦提县鲁迅小学教

师李丽梅当了17年的班主任。“为人师

表，对学生严而有度，与学生真诚相

处。”李丽梅说，作为老师，站在三尺讲

台，不但要履行职责，还要有爱心和耐

心。学习好的学生固然招人喜欢，但

更应该帮助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作

为班主任，课余时间还要全心全意与

学生沟通，为学习差的学生辅导作业、

答疑解惑。

有一名学生曾经因为习惯性吸鼻

涕、说脏话、搞恶作剧、爱随手拿别人

的东西等毛病，导致同学们都不喜欢

他，但他却不以为然，屡教不改。李丽

梅发现这些情况后，没有对他进行说

教式的教育，而是发现他有闪光点就

在班上通报表扬，引导同学们跟他做

朋友，让他逐渐体会到被人夸奖、认可

的喜悦。

“有时候我还会犯错误，李老师就

问我怎么办？是公开处理，还是私下

里解决？”这名学生说，老师处处给他

留脸面，让他渐渐认识到做人要面子

的重要性，便下决心改变自己。与此

同时，老师还动员其他同学主动帮助

他，和他一起写作业、做游戏，对他宽

容、体谅，使他变得守纪律、讲卫生，和

同学相处懂得谦让。

学生艾尼瓦尔·依米提说：“不管

李老师走到哪里，看见垃圾她必捡起

放进垃圾箱，所以班里学生也学她，在

路上发现垃圾，都会自觉捡起来放进

垃圾箱。”

爱一行才能钻一行。对教育事业

的爱和对学生的爱让李丽梅在工作中

不计较得失，不懈地钻研教育教学方

法。为了上好课，她常动脑筋拓思路，

随时发现教学上的突破口和创造点，

寻找最适合的方法从事教学，使每节

课都能达到既能教给学生知识，又能

激发学生创新思维的目的。“老师在

讲《声音是怎么产生的》一课时，用手

机给我们播放了她专门录制的火车

长鸣声。在讲《青蛙》一课时，她又在

池塘边录青蛙的叫声，让我们的课堂

变得生动有趣。”艾尼瓦尔·依米提表

示，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采用最新

的教育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效率，李丽

梅老师还学会了制作教学课件和教学

微视频。

谈起获得地区级优秀教师荣誉称

号时，李丽梅表示，在今后的教育教学

工作中，她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

工作，扬长避短，真正做到“献身教育，

无悔今生”。

献身教育 无悔今生
——记阿瓦提县鲁迅小学教师李丽梅

本报记者 唐华容 实习记者 刘鹏 通讯员 张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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