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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教育旨在最大限度地增强教师自信和
学生自信。在自信教育中的师生不再是原来意
义上的师生了，而是工作学习生活中的主人。
围绕着这一点，临西县第四初级中学进行了如
下尝试。

变堵为疏助力小主人意识。在自信教育的
引领下，在老师创造性教育教学管理中，学生的
小主人意识不断强化、放大和升华。初三（9）班
的王某，身高马大，学习非常一般，课堂上交头接
耳屡教不改，很让任课教师头疼。该班班主任宋
桂芬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该生爱好打球，于是请
学校篮球教练介入。王某一到篮球队顿时像换

了一个人似的，生龙活虎，同其他队员一起在全
县中小学生篮球比赛中，过关斩将，赢得了团体
第二名的好成绩。宋老师抓住这一点，反复在班
上表扬，使其自尊心得到大大满足。篮球赛后，
他与其他队员一道找到学校主动请缨还是他们
这一伙人参加全县中学生排球比赛，并下决心拿
第一。从此王某要么拼杀在球场，要么在教室里
安安静静地学习，“老大难”变成了模范生。

自我管理催发小主人意识。学校在正常的
班委会之外，还在每个班设立了安全员、德育班
长、信息员等角色，加强自我管理。该校的尹相
昊同学在四中读书期间，每天坚持负责全班的卫
生，养成了认真负责、无私奉献的小主人意识，被
临西县职教中心提前破格录取。该校倡导的一
日一善活动，在自我管理催动下，同学们搞得有
声有色。2016年冬天，作为办学先进事迹被《河

北日报》报道，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赏识鼓励激发小主人意识。 广大教师在包

容、尊重、理解、信任学生上下功夫，班主任和语
数外教师要掌握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性格特
点、学习成绩、甚至家庭情况。英语老师李文霞
不仅这样，还能记住每个学生的生日，每到他们
生日时，就组织全班同学为该生唱英语生日歌，
使学生感受到教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集体的温

暖。这样学生就产生了浓浓的学习兴趣，形成了
强烈的学习小主人意识。从而师生相融，引发共
鸣，真正达到亲其师信其道的境界，最终取得课
堂效益最大化。经过短短两个月时间，李文霞老
师所教的那两个班级的英语成绩由平行班中的
倒数上升到名列前茅。

自信教育是一个新课题，也是落实党的立
德树人教育方针的瓶颈问题，而增强小主人意
识则是内在需要。从这种意义上讲，具有小主
人意识的学生就是自信教育的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力量源泉。该校的探索，在教育领域打开
了一扇窗。

自信教育助力培树小主人意识
魏大庆 邓连朝 赵松玲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昆明10月11日电（记者
丁怡全）“王复生是云南籍第一位共
产党员。他是一个为理想而献身的革
命者，是云南人民的优秀儿子。”云南
省祥云县“红色传承”教育基地管理
中心主任王锦琼介绍烈士王复生的
事迹时，总是满怀深情。

王复生，原名王濡廷，1896 年 9
月出生于云南省祥云县。1917年考入

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受五四运动和
新文化思想的熏陶，王复生开始接受
马克思主义。1920年 3月，在李大钊
的指导下，王复生与邓中夏等19人发
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
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在北京等地积极宣传介绍马克
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1920年11月，李大钊建立北京社
会主义青年团，王复生是第一批入团
的团员之一。1921年秋转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

1926年4月，王复生被党组织派
往广州，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5
月，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受党组织
派遣，王复生回云南主持建立了以共
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国民
党云南省临时党部，积极配合中共云
南地方组织开展革命运动。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后，王复生遭军阀逮捕，后
被营救出狱。

1928年6月，王复生按照党中央
指示前往东北，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
等地开展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王复
生遵照党组织的安排，在齐齐哈尔、
汭河、黑河一带，开展抗日统一战线
工作，组织抗日活动，帮助解决抗日
义勇军马占山部的粮食和武器供应
问题。

1936年6月，日军在东北地区实
行“大检举”、大搜捕，大肆逮捕抗日
爱国人士，疯狂镇压抗日力量，王复
生不幸被日军宪兵队逮捕。日寇对王
复生进行了残酷的刑讯逼供，胸骨、
肋骨、腿骨全都被打断，逼他说出党
组织和抗日活动情况，但王复生视死
如归，始终严守党的机密。1936年 8
月15日，王复生在齐齐哈尔北门外江
坝被日军杀害，时年40岁。

勇于为理想献身的共产党员——王复生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
张泉）记者11日从国家医疗保障局
召开的政策吹风会上获悉，新纳入医
保的17种抗癌药支付标准较零售价
平均降幅达56.7%，患者11月底前有
望买到降价后的抗癌药。

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印发通
知，将17种谈判抗癌药品纳入了《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药品目录（2017 年版）》乙类范
围，并同步确定了这些药品的医保
支付标准。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疗组牵头人

熊先军介绍，本次纳入药品目录的17
种药品中，包括12个实体肿瘤药和5
个血液肿瘤药，均为临床必需、疗效
确切、参保人员需求迫切的肿瘤治疗
药品，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直
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多个癌种。

与平均零售价相比，谈判药品的
支付标准平均降幅达56.7%，大部分
进口药品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
或地区市场价格，平均低36%，将极
大减轻我国肿瘤患者的用药负担。

本轮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
工作于今年6月启动，从医保目录外

的44个独家抗癌药中，经组织专家
评审和投票遴选，并经认真评估谈判
最终确定了17种药物进入医保目录。

据悉，今年的谈判药品多为近两
年上市的新药，其中，奥希替尼片、
伊沙佐米胶囊、阿法替尼片等 10种
谈判成功的药品均为2017年之后上
市的品种，剩余专利期较长，谈判难
度很大。

“本次谈判，我们充分发挥医保
集团购买的优势，坚持临床价值导向
和鼓励创新，坚持基本保障，坚持专
家评审机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通

过与企业平等协商，明显提高了医保
用药保障水平，降低了患者用药负
担，控制了医保基金支出，实现了参
保人、医保、企业‘三赢’的目标。”熊
先军说。

下一步，国家医疗保障局将指导
地方做好谈判药品的落地工作，要求
各地抓紧在省级集中采购平台公开
挂网并组织医院采购，同时将协调配
合有关部门加强对医生用药的指导，
保障抗癌药的采购和合理使用，确保
药品进得了医院，患者11月底前逐步
能买到降价后的抗癌药。

平均降幅56.7%

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进一步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1010月月1111日日，，河北邢台经济开发河北邢台经济开发

区林义农资专业合作社农民操作农业区林义农资专业合作社农民操作农业
机械在田间劳作机械在田间劳作（（无人机拍摄无人机拍摄）。）。

眼下正值金秋麦播时节眼下正值金秋麦播时节，，河北各河北各
地农民抢抓农时地农民抢抓农时，，做好冬小麦播种工做好冬小麦播种工
作作，，田间一派忙碌景象田间一派忙碌景象。。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朱旭东 摄摄））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
魏梦佳）11日，2019中国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进入倒计时200天。记者从北
京世园局获悉，目前北京世园会的票
务政策已全面出台，票种设置可满足
多种需求。

北京世园局副局长王春城介绍，
北京世园会的门票种类分为平日票、
指定日票、三次票和全程票，同时按销
售对象分为普通票、优惠票和团队票。

据了解，普通票的票价从120元
至 500元不等。针对残疾人士、老年
人、儿童、学生和现役军人，北京世园
会还特别设立了优惠票。平日优惠票

价格为80元，指定日优惠票价格为
100元。团队票分为普通团队票和学
生团队票，分别面向旅行社和教育机
构销售。

王春城表示，为保障游客游览顺
畅和安全，北京世园会的票务工作推行
全程预约措施，线上购票和团队预定
均需提前预约入园日期。游客可通过北
京世园会的官网、官微、APP和现场售
票窗口等方式提前购票，入园时无需
换票就可在预约日直接刷身份证入园。

北京世园会将于明年4月至10月
在北京市延庆区举行。截至目前，共有
10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

北京世园会票务政策出台
票种满足多种需求

新华社济南10月11日电（记者
闫祥岭）京津冀鲁辽五地卫生部门11
日签署合作协议，建立区域卫生健康
协同发展工作机制。

京津冀鲁辽卫生健康协同发展峰
会11日在济南召开，在峰会现场，京津
冀鲁辽五省市卫生计生委签署《环渤
海地区（京津冀鲁辽）卫生健康协同发
展合作协议（2018-2020年）》，将从加
强医疗服务区域合作、推进公共卫生
计生区域联动、强化卫生计生事业发
展规划对接、构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
协调机制、加快区域卫生健康信息一
体化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

加强基层卫生合作、带动区域内健康
服务业发展、提升示范点地区的合作
水平、推动首都优质医疗资源由北京
密集区域向外围低密度区域转移等10
个方面加强合作。

此外，与会的5家医院签署了合
作协议，10所高校签署了健康医疗大
数据协同创新合作协议。

本次峰会由山东、北京、天津、河
北、辽宁五省市卫生计生委共同举办，
主要内容是总结交流京津冀鲁辽卫生
健康协同发展新成效，研讨新时代五
地协同发展策略，为建设健康中国注
入新动力。

京津冀鲁辽签署协议
推动卫生健康协同发展

新华社评论员

美国领导人日前在华盛顿智库
发表演讲，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
端指责。美方言论歪曲事实，肆意诋
毁中国，充斥着冷战思维和“唯美独
尊”式傲慢与偏见，让中美关系蒙上
新的阴影。

总体来看，美方的奇谈怪论无
外乎涉及四个方面：一是歪曲中国
发展和中国道路；二是无端指责中
国对外政策，企图误导世人；三是倒
打一耙，把中美关系跌入低潮的责
任推给中方；四是捕风捉影，指责中
国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方领导人如
此“系统性抹黑”中国十分罕见，其势
汹汹，大有兴师问罪之意。但细究之
下不难发现，这种抹黑中国的论调纯
属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有，既
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事实检验。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
家，从积贫积弱到富起来强起来，靠

的是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得益于中
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绝不可能
依赖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施舍和恩
赐”。正如《纽约时报》刊文指出，所谓
美国“重建了中国”的说法不可信、不
公平。从对外政策来说，中国始终不
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得到各方广泛认可。再怎
么挖空心思歪曲抹黑，也改变不了中
国得道多助这一现实。中美关系陷入
低潮，是美国打响了贸易摩擦的第一
枪，美方才是“始作俑者”。而今，美方
领导人的言论大有全方位对华发难
之意，两国有识之士和国际舆论对美
方的这种举动都深表忧虑。

所谓中国干预美国内政和选举
更是子虚乌有。众所周知，中国历来
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这是中国的
外交传统。美方的无端指责连西方
主流媒体也难以说服。美国《外交政
策》杂志、《华尔街日报》、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路透社、英国《卫报》等
均指出，美方指控没有证据。纵观国

际关系史，到底是谁动辄侵犯别国
主权、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利
益，国际社会早已看得很清楚。美方
想把干涉别国内政的“高帽”送给别
人，只会徒增笑料罢了。

贴标签易，撼事实难。任何人想
歪曲事实都只能是白费心机，任何
对中国的恶意诋毁都是徒劳的。问
题是，为何美方仍然要想方设法诋
毁中国呢？诸多国际媒体和知名智
库认为，白宫抹黑中国从短期效应
看有多重考量。但从更深的层次看，
这是美国一些人“对华焦虑症”的一
次集中发作。

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美国的
企图难得逞。连日来，国际舆论对美
方言论的讥讽不绝于耳，美方没有
达到“抹黑中国”的目的。正如今日
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指出，“华盛顿导
演的这出戏并不能损害中国”，“对
北京施压还可能促成更广泛的合作
阵营的形成。”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中国一直致力于与国际社会

的合作共赢，全方位围堵中国不仅
不现实，而且也损害美方自己利益。

当前，中美关系再次走上了十
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两国人民再
一次作出历史性的选择。这个选择
事关两国各界的利益，特别是事关
两国青年一代的前途和命运。中美
17亿人民、世界70亿人民要求两国
必须作出负责任的选择。

中方的选择十分明确，“我们有
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致力
于同美方共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理念，增进互
信，扩大合作，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分
歧，建立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中美
关系。美方的选择会是什么？

中美两国明年将迎来建交40周
年。历史已经证明，中美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美方应停止错误言论，放弃过时的
冷战思维，作出有利于中美和世界
的正确选择。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任何对中国的恶意诋毁都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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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巨鹿县税务局采取系列
措施开展个人所得税政策宣传和
培训，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开展纳
税人课堂、案例分析等对政策讲清
讲透，确保纳税人能享受改革红利。

（张军霞）
近期，邢临高速平乡站提升文

明服务水平，出新招、抓细节、重实
效，有效提升了全员服务质量。该站
通过开展视频回头看、服务我来评

等活动狠抓细节，细化服务标准，加
强文明服务问题的剖析诊断，全面
落实文明服务礼仪规范，加强服务
文明用语规范。 （贾洪涛）

近日，广宗县教育系统扶贫工
作队深入到帮扶联系对象家中，积
极开展“五个一”活动。“五个一”活
动即深入到帮扶联系对象家中干
一天活、做一顿饭、送一件礼品、谈
一次心、交一生朋友。 （老夏）

在青龙满族自治县草碾乡厂
沟村附近山上的风电项目建设工
地，施工人员在吊装风力发电设
备（10月10日无人机拍摄）。

近日，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
县风电项目开始正式吊装风机。
据介绍，该项目计划总投资8.5亿
元，装机容量100兆瓦，工程设计
安装单机容量为2兆瓦的风力发
电机组50台。项目竣工投运后，
年发电量可达2.24亿千瓦时。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河北青龙河北青龙100100兆瓦兆瓦
新能源项目加紧建设新能源项目加紧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11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当日发布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推送了
第二批共30条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
单”信息。

该批名单包括唐山新坐标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河北名世锦簇纺织有限
公司、山东盛世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苏尼特右旗京宏达建设有限公司、江
苏飞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立珏
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上海电器城市场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沭阳县庙头镇庙
头街宏达玩具厂、郑州泽鑫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宁波聚盛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合肥筑瀛劳务有限公司、马鞍山市
黄山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福建龙
泰安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赣州力

荣针织有限公司、东乡县宇德实业有
限公司、伟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天门
市国晟汽车修理有限公司、湖南宏泰
电力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合和
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省建工集团
有限公司、泸州纳溪粤旺服装厂、泸州
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禄丰县同鑫矿
冶有限公司、靖边县鑫盛机砖厂、陕西
启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5家用人单
位，以及徐家春、王业标、胡其江、赵力
军、胡义斌5名自然人。

据了解，这些违法失信主体在用
工过程中都存在克扣、无故拖欠农民
工工资报酬数额达到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数额标准等情形，严重侵害农民
工的合法权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已对这些拖欠工资违法行为依
法查处并责令改正。

25家企业和5位自然人上了
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