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记者白洁 吴
嘉林）外交部28日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介绍习近平主席主持上海

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相关情况。山东省委常委、

青岛市委书记张江汀介绍青岛市峰会筹备工作

有关情况，并同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汉晖共同回

答记者提问。

王毅宣布，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将于6月9日至10日在山东

省青岛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主持

会议并举行相关活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观察员国领导人和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将应

邀与会。

王毅表示，青岛峰会是上海合作组织扩员

后召开的首次峰会，也是中国今年第二场重大

主场外交活动。届时，习近平主席将同上海合

作组织其他7个成员国、4个观察员国领导人，以

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机构负责人一道，共商

合作大计。习近平主席将为各方来宾举行欢迎

宴会，共同观看灯光焰火艺术表演，并将先后主

持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就上海合作组织发展

现状和前景、新形势下各领域合作，以及重大国

际和地区问题同大家深入交换意见，同其他成

员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并发表青岛宣言，批准10

余份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文件。结合青

岛峰会，习近平主席还将邀请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伊朗总统对华进行访问，

并同其他有关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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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5月28日电（记者
黄艳）初夏时节的洪湖，荷叶田田、

湖风阵阵，一浪打过一浪的湖水，仿

佛述说着曾经在这里抛头颅、洒热

血的红色故事。洪湖“红五子”的故

事在洪湖地区流传甚广。“红五子”

之首刘绍南铡刀之下不变节，给这

鱼米之乡注入源源不断的红色力

量。

刘绍南，别名刘自棠，1903年

出生于湖北省沔阳县戴家场土地沟

（现属湖北洪湖市）一个封建地主家

庭。1924 年考入武汉中华大学，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

春受党组织派遣，刘绍南回家乡发

动和领导工农革命运动，先后任中

共沔阳县委委员、沔南区区委书记、

沔阳临时县委书记、中共湘鄂西党

委书记兼武装总指挥等职。大革命

失败后，刘绍南等继续坚持地下革

命斗争。

1927年9月10日，遵照中共湖

北省委和鄂中特委的指示，刘绍南

等率领共产党员和农民群众共300

余人，在戴家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

“中秋”武装暴动，消灭地方民团，恢

复农会组织，建立游击队。戴家场

武装暴动，打响了洪湖地区武装斗

争的第一枪，并推动滨湖各县的武

装暴动和许多小块根据地的建立。

随后，刘绍南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十

六师政治部主任。

1928 年夏，红十六师挺进湘

西，刘绍南留守洪湖。国民党反动

军阀与土豪劣绅互相勾结，对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报

复，大肆“清剿”、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重

金悬赏捉拿刘绍南等领导人。7月10日，由于叛徒

告密，刘绍南等在召开党的秘密会议时被敌人重重

包围。刘绍南临危不惧，留下阻击敌人，掩护同志们

安全撤退。激战中，刘绍南伤重被捕。

被捕后，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收买，刘绍南不为

所动，坚决斗争；面对敌人非人酷刑的折磨，他铮铮

铁骨，威武不屈。敌人无计可施、恼羞成怒，押着刘

绍南游乡，他一路上慷慨激昂地向群众宣传革命道

理。

临刑前，敌人企图以他的妻子正怀有身孕、父母

年过半百劝降刘绍南，被刘绍南严词拒绝。刑场上，

刘绍南高唱起自己在狱中写下的《壮烈歌》：铡刀下，

不变节。要杀就杀，要砍就砍。要我说党，我决不

说！杀死我一人，革命杀不绝。直到流尽了，最后一

滴血，眼睛哪肯把敌瞥！宁死不屈，烈！烈！烈！

1928年 7月 23日，刘绍南慷慨就义，年仅25

岁。由于他与彭国材、贺闯、涂位云、李德珍是洪湖

沿岸地区农民运动的最早发起者，后人赞誉他们为

洪湖的“红五子”。

刘绍南的英雄事迹影响着一代一代的洪湖人。

他所在的村子，后来更名为绍南村，他的故居也成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青年学生前来瞻仰祭

奠英烈。

在洪湖市民政局工作的刘绍南之孙刘圣告诉记

者：“先辈们的鲜血换了我们后来的生活，爷爷的故

事也形成了我们家的家风——先国家再有小家。从

我父亲到我，我们都继承爷爷的遗志，以党和国家的

事业为重，以大局为重，严于律己，勤政廉洁，做一个

为民服务的好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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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

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
高度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的历史
性变革与成就，准确把握科技创新与发展大势，
深刻分析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对
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作出了重点部
署、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一重要讲话对于鼓舞
广大科技工作者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排头兵，
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
历史意义。

化学、材料、物理等学科跻身世界前列，超

级计算机连续10次蝉联世界之冠，复兴号高速
列车迈出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这些年
来，我国科技事业密集发力、加速跨越，实现了
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重大创新成
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
阶段，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
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这是党
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国科技界和社会各
界共同努力的结果。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科技事业之所以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
史性成就，关键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观察大势，谋划全局，深化改革，全面发
力，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为我国科技事业

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坚持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的奋斗目标，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发挥科
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
道路，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关键技术重大突破；
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国家创新
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
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水平
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
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坚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
络，使我国成为全球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一
极。

从世界科技发展大势看，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
经济结构，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

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
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当前，我国科技领域
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同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相比，我国科
技在视野格局、创新能力、资源配置、体制政策
等方面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现在，我们迎
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
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既面临着千载难
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
战。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广大科技
工作者唯有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
难而上，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
向，才能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
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
高地。”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的
殷切希望，为我们在前沿领域乘势而上、奋勇争
先，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
作用指明了方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我们
就一定能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不断增强科技实
力和创新能力，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
目标。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深刻把握科技创新与发展大势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院院士大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5月28日01时50分52秒，松原市宁江

区毛都站镇附近发生5.7级地震，随着房屋

晃动，地声轰鸣，熟睡中的松原人纷纷被惊

醒。震中位于东经124.71度、北纬45.27

度，震源深度13公里。记者从省地震局获

悉，松原市震感强烈，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震

感。截至当日19时 ，共监测余震198次，

最大2.8级。

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深情关切。省委书记

巴音朝鲁要求松原市和省直相关部门全

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并赶到省地震应

急指挥中心了解灾情，对抗震救灾工作

进行部署。随后，巴音朝鲁赶赴地震灾

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

众和奋战在一线的救灾人员。省长景俊

海要求松原市和省直相关部门迅速开展

救援，及时发放救灾物资，确保受灾群众

得到妥善安置。

震情就是命令。松原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第一时间作出决策，要求市民政、公

安、地震等部门和宁江区、前郭县迅速了解

人员受伤、房屋受损情况，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做好救人救灾各项准备和群众舆情疏

导等工作，全面做好隐患排查，防止次生灾

害发生。

处于地震中心的毛都站镇牙木吐村受

灾较为严重，共有190余户村民房屋严重受

损，180余户一般受损。其中，房屋受损严

重的王显成和谭希军两家，已分别在志愿

者的帮助下住进生活设施、取暖设施完备

的救灾帐篷中。

灾难面前方显大爱。松原市各部门刻

不容缓立即行动，组成抢险救援队。卫生

医务人员对现场救灾物资进行消毒；电力

部门工作人员对地震造成停电的部分地区

进行火速抢修，及时恢复供电；公安、消防、

特警共出动300余人奔赴震区，投入救灾抢

险战斗，严防盗窃和治安事件发生。

记者在地震灾区现场看到，帐篷、棉被

等救灾物资在源源不断地运来，并陆续发

放到群众手中。红十字救援队的志愿者已

经根据村民需求完成搭建先期调集的50顶

帐篷，另有100顶储备帐篷随时可供调用。

据初步统计，截至5月28日18时，震中

及周边村屯没有人员伤亡，城区供水供电

及输油管线没有发现损坏。地震共造成倒

塌房屋1户2间，严重损坏房屋801户2006

间，一般损坏房屋4040户9601间，具体灾

情还在进一步排查核实当中。震区危险房

屋中的群众已全部及时转移，各级民政部

门紧急向灾区运送帐篷90顶、床200张、棉

被褥70套、饮用水500箱、方便面等各类食

品若干箱；公用、安监、水利、供电、通信等

部门及吉林油田公司对油气管道、油气库、

水库、江河堤坝、重点危化企业、供水供气

供热供电及通信等重点部位、设施开展了

全方位排查工作；电力部门通过及时抢修，

部分村屯供电已经恢复；各级各类媒体配

合有力，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群众恐慌心理

得到及时疏导。

相对于震中居民，松原市城区市民情

绪稳定，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生活中，公

园、广场、商场秩序井然。与此同时，为了

防止次生灾害给中小学生、幼儿带来不必

要的伤害，松原市教育局发出通知，全市各

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一天。

目前，震区通讯畅通，灾情核查工作有

序进行，社会治安环境良好，百姓情绪平稳。

震 情 就 是 命 令
——松原5.7级地震抗震救灾纪实

本报记者 毕玮琳 张红玉 孙寰宇 程光 王欣欣

本报 5月 28 日讯（记者孙寰
宇 通讯员刘宏宇）今天01时50分

52秒，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北纬

45.27度，东经124.71度)发生5.7

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记者在

省地震局获悉，目前没有人员受伤

报告，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震感。

凌晨5点46分，由省地震局副

局长孙继刚带队的第一批现场工作

队员10人，携带流动监测设备，抵

达震中区毛都站镇，与松原市地震

局、宁江区地震局、前郭县地震局现

场工作队会合，组成24人地震系统

联合现场工作队。现场工作队及时

架设了流动监测仪加强现场监测，

开展现场调查。现场流动监测中心

将观测的数据实时传输省地震监测

中心，为加强震区震情研判提供依

据。

松原5.7级地震发生后，省地

震局还及时派出现场工作队携带应

急指挥车和无人机等应急设备赴震

区开展现场应急和灾害调查工作。

应急指挥车跟省地震局应急指挥中

心保持视频连接，实时传递现场工

作情况，通过无人机进行灾情侦查，

为现场应急响应和指挥决策提供信

息支撑。

据了解，按照《吉林省地震局应

急预案》，省地震局启动Ⅲ级应急响

应，作出相应工作部署。省地震局

副局长孙继刚表示：“经过中央、省

局和周边省的专家会商结果，松原

再次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可能性不

大。”省地震局提醒广大群众切勿相

信地震谣言，不造谣不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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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8日讯（记者祖维晨）今天凌

晨松原地震发生后，省民政厅紧急启动地

震灾害应急工作机制，执行24小时应急值

守。及时通过国家自然灾害信息管理系

统，持续报告地震灾情。

上午，省民政厅派出两个工作组，赶

赴灾区指导救灾工作。同时，省民政厅

会同松原市民政局紧急调运第一批救灾

物资帐篷90顶，折叠床200张，棉被褥70

套，矿泉水500箱，方便面、火腿肠、面包

若干运往灾区，用于受灾群众紧急安

置。同时，紧急安排松原周边省级救灾

物资代储库，全面做好应急物资调运准

备。全省17个省级救灾物资代储库，特

别是松原市、白城市、洮南市等震中周边

省级物资代储库，立即启动救灾物资应

急调运机制，做好人力、车辆准备工作，

确保接到省厅物资调运指令后，迅速装

车，及时将物资运抵灾区，全力保障受灾

群众吃、穿、住等基本生活。

经民政部门初步排查，目前没有群众

伤亡，受灾群众情绪比较稳定。灾情仍在

进一步核查中。

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吃穿住等基本生活
省民政厅积极应对松原地震

“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

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

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发表的重

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响。

从“向科学进军”到“迎来创新的春天”，从“占

有一席之地”到“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

国”……中国创新的旋律越来越激越、昂扬。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的新的“动员令”。参加大会的两院

院士和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肩负起历史赋予的

重任，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努力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

着力新突破：科技体制改革要为科
学家“松绑”

推进自主创新，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

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

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王志刚表示，近年来，

我们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发

展，科技体制改革主体架构已经确立，重要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改革既要向

科技要规律，也要向科技要力量。”

“要通过改革，改变以静态评价结果给人

才贴上‘永久牌’标签的做法，改变片面将论

文、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的做

法，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

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

误了！”大会上，总书记的话语赢得全场热烈

的掌声。

“这些话讲到了大家的心坎里。”中国科学

院院士李林说，科技体制改革就要砍掉有碍创

新的繁文缛节，让激励政策更活更有“利”。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全面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热烈欢迎。

一些院士反映，与创新强国的目标相比，我

国高水平创新人才仍显不足，特别是科技领军

人才匮乏。人才评价制度不合理，唯论文、唯职

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名目繁多的评审评

价让科技工作者应接不暇。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继续坚决推进，把

人的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评

价等体制中解放出来。

“要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

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培育一批核心

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领军

企业。”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说。

迈向新征程：让天下英才聚神州、万
类霜天竞自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

最可宝贵的，一切创新成果都是人做出来的。

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

“科技人才培育和成长有其规律，要大兴识

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为科技人才发展提供良

好环境。”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表示，在创新

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

新事业中凝聚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

千里马竞相奔腾。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得人之要，必广其途

以储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创新人才评价机制，

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

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

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

“总书记的讲话说到了科学家们的心里。

要培植好人才成长的沃土，加快形成有利于人

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

制、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

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这就是为科

学人才‘松绑’，让‘千里马’竞相奔腾。”中国科

学院副院长张杰院士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

时代的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要给孩子们

的梦想插上科技的翅膀，这是对中国科学未

来的殷殷期盼。”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明表示，

当科学家是无数中国孩子的梦想，我们要让

科技工作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成为孩子

们尊崇向往的职业，让未来科学的浩瀚星空

群星闪耀！

（记者陈芳 余晓洁 董瑞丰 白国龙 胡喆）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向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