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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3日讯（新华社记者 记者粘

青）7月10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郭金龙

在辽宁、吉林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大力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积极培育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

风尚，以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和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调研期间，郭金龙先后来到沈阳、丹东、

长春等地，深入村庄、社区、家庭和企业、窗口

服务单位、公共文化设施，了解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工作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座谈交流。

郭金龙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证。辽宁、吉林的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辽宁、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

挥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作用，

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推进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丰

润道德滋养、良好文化条件。

郭金龙强调，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是人民群众群策群力、共建共享、改造社会、

建设美好生活的创举，是提升国民素质和社

会文明程度的有效途径，是把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任务要求落实到城乡基层的重要

载体和有力抓手。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文明

委《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

导意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突出思想道德内涵，

坚持创建为民惠民，不断扩大覆盖面，推动文

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

校园创建活动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7月12日到13日，郭金龙一行在我省调

研。他先后来到长影旧址博物馆、中车长春

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高速车制造基地、长

春市绿园区合心镇新农家村、长春市南关区

鸿城街道东风社区、长春市南关区社会管理

局、伪满皇宫博物院，走进车间、村屯、社区，

来到群众身边，实地考察基层群众性文化活

动情况，深入了解我省精神文明建设情况以

及工作中的创新举措和取得的经验。省委书

记巴音朝鲁、省长刘国中分别陪同调研。省

及长春市领导张安顺、王君正、王晓萍参加上

述活动。

郭金龙在辽宁、吉林调研时强调

切 实 加 强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大力培育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社会风尚

世界发展，潮涨潮落，风云变幻。

在东亚大陆，一个古老的民族，从苦难中走出，朝复兴而去，向梦想迈进。

这一历程如此艰辛。多少仁人志士为了这个民族的崛起赴汤蹈火，

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

这一历程如此辉煌。无数英雄将“小我”融于“大我”，用民族精神铸

起爱国主义的丰碑。

这个民族，就是怀揣“中国梦”的中华民族。

在这个民族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负强国之责远赴海外，学有大

成之后，又义无反顾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为民族复兴顽强拼搏。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现了两次海外科学家归国潮。一次是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中，以“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为

代表的老一代科学家历尽艰辛，突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人才封锁回归祖

国，奠定了我国多项科学技术研究的基础,开创了多领域科技应用的新局

面；一次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梦的感召

下，以吉林大学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为代表的新一代科学家，心怀大我，

至诚报国，助推祖国的科学事业飞速发展。

这两次归国潮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在科学家身上的一

脉相传，也有个人价值与国家需要的统一，更有个人追求与国家梦想的高

度契合。

从钱学森到黄大年，不同的时代，一样的情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同的时代，相同的选择——回国，

不需要理由！从钱学森到黄大年，两代科学家掀起了两次归国潮

“中国人能现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1938

年，历史学家蒋廷黻这一世纪之问，道破了中华民族百年的使命与追求。“能

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庄严宣告，似惊雷，划破苍穹，冲向

九霄；如号角，澎湃激昂，召唤海外赤子。

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等1000多名留美学生为了祖国光明

的未来，不畏艰辛奔向新中国。

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他们是那么义无反顾，那么决绝果敢，仿佛当

初的离开，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

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1950

年2月，华罗庚在归国途中，写下了这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

“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步兵师,我宁可将这家伙击毙,

也不让他回到中国！”无端的刁难接踵而至，居住被监视，自由被限制，甚

至一度陷入囹圄。然而，钱学森的赤子之心反而更加沸腾。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携妻儿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他动情地

说：“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物理学家彭桓武这句话掷地

有声，道出了很多海外科学家的心声。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人类迈进新世纪，中国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

盛世。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跃升至世界第二，国力日益强大。香港

澳门回归、奥运世博举办、航天潜海成功、“一带一路”开启……祖国的发

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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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黄大年出生于广西南宁的一个知识分

子家庭。在父母的引导下，黄大年从小就对科学知

识有着强烈的渴望。

“三钱”事迹、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等都是父母经

常向他谈到的话题。他看的连环画、玩的游戏也都

与科学知识相关。

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严格的科学训练，让黄大年

掌握了很好的学习能力。黄大年曾回忆说，他小时

候和父亲下象棋，父亲会训练他记棋局；读书过半

时，父亲会合上书，让他复述刚看的内容……

突如其来的“文革”彻底改变了黄大年的生活轨

迹。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随父母下放到桂东南的

偏僻山村，到离家最近的一所小学也要走很远的山

路，而且有野兽出没。

最危险的一次，黄大年和几位同学在上学途中

受到野兽惊吓滑下山坡，一位同学摔断了手臂，他也

被划伤，自此辍学近一年。

初中时，黄大年被送到广西罗城县的乡村“五

七”中学寄读，这是“准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半年才

能见一次父母。

当时，学校里有很多很优秀的老师，多数是“下

放”到此的大知识分子。这让黄大年看到了现实生

活中知识分子的一面：认真、不苟言笑、忍辱负重。

黄大年生前回忆说，他们也让我懂得了，知识分

子无论放在哪里都会发光。他们在求索知识的道路

上坚毅、刻苦、顽强和清贫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我。

（新华社长春7月13日电）

在家国情怀中启蒙
——黄大年的追梦人生之一

新华社记者 张建

本报7月13日讯（安然 记者何琳娣）今

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以中央巡视组巡

视“回头看”问题整改落实为主题召开专题民

主生活会。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房俐主

持会议，代表常委会党组班子进行对照检查

并对整改落实提出要求。马俊清同志带头，

常委会党员领导同志分别作对照检查，围绕

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我批评，互相间开展

批评。不是党组成员的常委会领导同志列席

会议。

为了开好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常委会

党组制定了周密的实施方案，做了充分的准

备。常委会党员领导同志认真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

于巡视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巡视

“回头看”整改落实要求，进行了深刻反思、回

顾梳理、对标认领。民主生活会前，常委会领

导同志集体到吉林省廉政教育基地参观、重

温入党誓言，到所在支部讲党课。常委会领

导同志互相间进行谈心谈话。在认真对照反

馈意见、认真查找问题的基础上撰写了对照

检查材料，以严的标准审视自己，以严的精神

剖析问题，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打下基础。

会上，针对周永康、苏荣、王珉等人的所

作所为坚决在思想上肃清流毒，划清界限；对

王珉、谷春立、周化辰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进

行深刻剖析，认识其严重危害性，深刻吸取教

训，时刻提高警惕。大家发言严格对标中央

巡视组巡视“回头看”反馈的“‘四个意识’不

强、党的领导弱化，党的观念弱化、党的建设

缺失，管党治党不严、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上

轮巡视整改不到位，联系省委巡视组指出的

问题”等方面，紧密联系思想、工作、生活和作

风实际，认真对照检查，深刻剖析思想根源，

严肃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明确

了今后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自我批评，做

到了敢于解剖自己，直面问题，讲得诚恳，讲

得实在；相互批评，做到了坚持原则，本色相

见，有诚意、有针对性，达到了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增进团结、推动工作的预期目的。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确保整

改落实到位。针对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查

摆出来的问题，要进行再梳理，做到整改目标

明确、内容明确、标准明确、时限明确，把巡视

整改工作抓好抓实抓细。要保持政治定力，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带头把巡视整改任

务贯彻好落实好， （下转第九版）

推动人大机关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文化反映特定物质文明，是民族最基本

的象征，是精神文明的积淀，体现一个地区、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加强文化建设，是提升综

合实力、扩充竞争优势和吸引力的客观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广泛开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宣传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日益深入人心。“吉林好人·引领风尚”和志愿服

务活动成效显著，黄大年、吴亚琴、张宝艳等9

人荣获全国“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感动中国”

年度人物等殊荣。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舆论引导力

切实增强。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文艺繁荣发

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完善，文化惠民工程

深入实施。骨干文化企业实力不断增强,文化产

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进一步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协调推进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

其他各方面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全面进步，为

经济发展提供更好制度保障和环境条件。”文

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五位一体”内容之一，彰显了文化建设在国

家综合实力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文化建设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

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

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伟大时代呼唤文化建设更大发展。在新的

起点上，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

加快建设文化强省，让文化软实力引领和支撑

吉林振兴发展。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武装，强

化高校思想理论平台建设，推进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工程，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阐释，巩

固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增强全

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精神力量。要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不断提高公民道德水平和社会文

明程度。要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和管理，牢

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动权、主导权。

要协调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把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繁荣发展文化事业。要完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均

衡配置公共文化资源。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推动省属重点文化企业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打造一批骨干文化企业。要

积极推动吉林文化走出去，发出吉林声音，讲

好吉林故事，扩大吉林影响。

大力加强文化建设
本报评论员

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在欧美同

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如

春风，荡漾在海外赤子的心中。

报国正当其时，圆梦适得其势。祖国的发展，总

书记的召唤，激发了那些在海外站在世界科技高峰

上的华人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他们毅然舍弃国外优

越的条件回到祖国，投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

践中来，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归国潮。

黄大年，世界顶尖的地球物理学家，在他的研究

领域，他始终是一位被追赶者。卓越的成就也换来

了优越的生活，剑桥大学旁边的花园别墅，宽阔的草

坪，豪华的汽车，学医的妻子还开了两家诊所，他已

成为少数跻身英国精英阶层的华人之一。但在他眼

里，这些都不是他的，祖国才是他的唯一。

“对我而言，我从未和祖国分开过，只要祖国需

要，我必全力以赴！”

2009年11月24日，黄大年抛掉所有毅然回到祖

国、回到吉林大学，成为“千人计划”专家到东北发展

的第一人。

“我愿意放弃美国的一切回国做科研！”这是施

一公的决心。施一公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

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是美

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中，实验室的

面积是最大的，科研基金也是系里最高的，500多平

方米的独栋别墅，1英亩的花园，但这些在一夜之间

都被他抛在身后。当清华大学发来邀请后，他只思

考了一个晚上就做出了答复：回国！

和大多数被引进的专家们不同，作为已在国际

学科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李学龙回国却是“毛

遂自荐”。2009年，背着双肩包，李学龙敲开了中国

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人事部的门。在与

所长进行了短短10多分钟的交谈后，李学龙便决定

在这里“扎根”。他的想法很简单：自己在前沿做了

多年研究，就是想回国做国家需要的事。那时，李学

龙只有33岁，却已是在国际图像处理和模式识别领

域有着重要影响的学者。

……

时势造英雄！强国梦与中国梦引发了这两次归

国潮，而两次归国潮则造就了这些科技英雄！

据统计，第一次海外科学家归国潮从新中国成立

初期到60年代，有2500多名旅居海外的学者和留学生

回到祖国。他们当中包括詹天佑、茅以升、钱学森、邓稼

先、李四光、华罗庚、朱光亚、童第周、王大珩、钱伟长、

钱三强、竺可桢、林巧稚……这批海外学子在实现强国

梦的征途上默默耕耘，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中流砥柱。

（下转第九版）

编者的话：从今日起，连续5天，我们每天播发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千人计划”专家、已

故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的故事。

58载春秋，书写壮丽人生；两万多日夜，誓言振

兴中华。来自黄大年生前讲述和同事、亲友回忆的

这些故事，展示的既是黄大年这位中华赤子成长成

才、潜心育人、勇挑重担的实践，又是回答黄大年为

什么义无反顾科技报国的答案，也是大家对这位战

略科学家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更是对共产党人

和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歌颂和期待。

从一个个平凡但有温度的故事中，会更多感知

黄大年传奇的追梦人生，更加了解这位战略科学家

的家国情怀，读懂共产党人特有的高风亮节，不忘初

心，继续前行。
王家敏老人今年75岁，脸上

总是挂着亲切的笑容。但很多

人都不知道的是，这位看似正在

享受幸福晚年的老人却承受着

常人无法想象的重担。

事情要从12年前说起。

2005年 3月 6日，一个电话

打破了王家敏老人原本幸福平

静的生活。电话是医院打来的，

对方告知她的儿子白杨因意外

摔伤正在吉大一院急救，需要家

属马上到医院商议手术相关事

宜。当王家敏赶到医院时，看到原

本优秀帅气的儿子躺在病床上奄

奄一息，她瞬间就觉得天塌了。

王家敏强迫自己稳定情绪，和医

生商议救治方案。（下转第三版）

记者手记

慈母爱子，非为报也。本

应享受儿孙承欢膝下的老人，

却还在每日奔波着。为了儿子

的健康她每天要坐车三四个小

时，早出晚归，其中的辛苦自不

必言说。

12年是漫长的，母爱是伟大

的。从63岁到75岁，老人脸上

布满了皱纹，但笑容却无比温

暖。烈日下，老人拉着小推车缓

步前行。

至 深 母 爱
——王家敏的故事

本报记者 于悦

自 2013 年

起，长春市妇联

实施“引凤还巢”

工程，大力发展

草编项目，深入

村屯开展普及培

训，建立草编合

作社35家，辐射

村屯 101 个，带

动妇女居家灵活

就业5800人。图

为乐山镇的妇女

们正在接受草编

培训。

闫寒 本报

记者 钱文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