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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政情
23 项促进创新改革举措
送出激发创新 “大礼包 ”
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激励， 为中小
科技企业包括轻资产、未盈利企业开拓
融资渠道，推动国有科研仪器设备以市
场化方式运营、 实现开放共享……12
月 5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
推广一批促进创新的改革举措，更大激
发创新创造活力。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京津冀、上海、广东等 8 个区域对促
进创新的改革举措开展了先行先试。去
年第一批 13 项改革举措已推向全国。
会议决定， 再将新一批 23 项改革举措
向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更大力度激活创
新资源、激励创新活动，培育壮大发展
新动能。
（据新华社）

全国各地已整改有问题的
校外培训机构 21 万余所
记者 5 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根据各
地上报数据，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 401050 所，
存在问题机构 272842 所， 现已完成整
改 211225 所，完成整改率 77.42%。
（据新华社）

我国将对知识产权领域
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记者 5 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
到，我国将对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
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
签署的合作备忘录，知识产权（专利）领
域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复专利侵权行
为、不依法执行行为、专利代理严重违
法行为、 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挂靠行
为、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提供虚假文
件行为等。
（据新华社）

企业不裁员或少裁员 ，
可返还 50%失业保险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
义珍 5 日表示，在支持企业稳定发展方
面，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可 返 还 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 50%。
在当日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上，张义珍介绍了日前发布的《关
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
工作的若干意见》有关情况。她表示，对
其中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
有望的，返还标准可按 6 个月的当地月
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
或按 6 个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社
会保险费 50%的标准确定。（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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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明确 19 项举措促进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

天津：古镇杨柳青年画灯光秀
12 月 4 日，
游客在杨柳青
古镇步行街上
欣赏年画主题
灯光。

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惊艳
马德里国际舞蹈节

■

阿里巴巴世界电子贸易平
台落户比利时

■

■美 国 为 前 总 统 老 布 什 举 行
国葬

近日，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在步行街新增 9
组以杨柳青年画为代表的主题动态夜景灯光，讲述古
镇与年画的历史。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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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盛美味的年夜饭，“的确良”衬衫，用点滴瓶做西红柿酱，永久牌自行车……

改革开放 40 年 衣食住行大变迁
改革开放是一个关乎中国这 40 年巨变
的宏大命题，又是一个渗透在每个人衣食住
行细节中的生活故事。 在《伟大的变革——
—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中，展品和
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当时凭票可以购
上海的半两粮票——
买一块点心或者一碗小馄饨，牵动当年无数
少女心的流行歌曲磁带，“豪车”配置的 28 寸
永久牌自行车，复古的拨盘电话机……改革
开放，我们的生活记录着时代变迁。

衣：群众服装拾级而上
在国家博物馆北区，40 年来的工装、军
装、运动装、正装、礼服，从单色到彩色，从单
一到多元，50 套静态展服装和 24 套动态秀
服装，呈现的是时代的变迁，向我们快进了
—改革
一部改革开放以来的流行服饰史——
开放之前，人们着装比较简单，款式基本上
是中山装、军便装、人民装、两用衫的天下，
色彩主要是蓝、绿、灰“老三色”。
1978 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也摇曳着人
们的衣衫，喇叭裤、蝙蝠衫、棒针衫等外来的
“奇装异服”得到年轻人的青睐。 而随着中国
纺织工业的发展， 新事物涤纶服装开始流
行，“的确良”衬衫、碎花裙，成为上世纪 80 年
代时髦男女的首选。
不同的服装折射的其实是一代人的观
念：“西装热” 代表着对国际范儿的追求，宽
肩服装张扬着自信风度，紧身健美裤是开放
思想的体现；而蓝色白条纹的运动衫、海魂
衫和回力鞋，是那个时代的文艺小清新。
如果说上世纪 80 年代是从单一走向多
元，那 90 年代的服装则进一步与世界接轨。
职业女性开始穿起套装，男士服装的商务休
闲概念开始兴起。 衬衫、T 恤、风衣、羽绒服、
羊毛衫……适合不同场合的服装类型丰富
多彩；牛仔装、紧身 T 恤、露脐短衫、吊带背
心、迷你裙……是年轻人的个性表达。
进入 21 世纪，人们物质生活无虞，回归
自然、返璞归真的精神追求带来棉麻服装的
回潮，挑战自我的户外运动服装成为全民装
备。 而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
提升，近年来，具有民族风格和传统文化特
色的新中式服装日益受到青睐。

食：两分钟看完年夜饭
中国人的年夜饭，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传

承。 信奉“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在这一顿
饭里寄予了一年中最盛大的期待。 从满足温
饱到丰盛美味，再到追求营养健康，一餐一
饭的细节，堪称“舌尖上的改革开放”。
在展览第四展区“历史巨变”的第四单
元“共享改革成果 共建美好生活”，一段不过
两分钟长的视频，生动展现了改革开放 40 年
来中国人年夜饭的变迁。
在 1960 至 1970 年代的北方家庭中，春
饼卷豆芽、一盘酱肘子就能撑起年夜饭的半
壁江山，再来一把水果糖，就完成了这顿饭
的甜品部分；在“80 后”的记忆中，炸虾片是
小时候的新鲜零食，而妈妈的心思都花在如
何蒸好一条鱼，炖好一锅肉；到了 90 年代，菜
不仅要好吃，还开始讲究摆盘，大白兔奶糖
则取代了水果糖的地位；进入 21 世纪，菜越
来越精致，花样越来越多，唯一不变的，可能
是那盘饺子，和身边的家人。
“90 后”男孩夏小杨告诉记者，现在过年
回家， 妈妈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网购食
材，龙虾、面包蟹、银鳕鱼……年夜饭越来越
国际化。“想想‘90 后’怕油腻，年夜饭也不敢
大吃大喝，只吃点海鲜和蔬菜。 ”

住：时光博物馆讲述百姓故事
本次展览中有一组四合院的微缩模型，
吸引了不少观众，这是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
视学院的宋东葵和谭泽恩两位老师，带着 13
名学生，历时 3 个多月制作而成的。 模型综
合史料和影视作品中的典型场景，呈现的是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老北京大杂院内人们生
活的场景。
“
每一片菜叶都是拿宣纸染色而成， 用轻土
做白菜心，再把一片片菜叶按真实生长形态
贴上去； 四合院的瓦是一片一片按照尺寸裁
剪、上色、做旧，像盖房子一样覆盖上去。 ”
刘璇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看着四合院
的模型，好像回到了小时候。“我是地道的北
京人，原来住在东直门附近的大杂院，蜂窝
煤、烟囱、黑白电视……我家都有。 生火取
暖、糊顶棚、冬储大白菜、炉子烤白薯和馒头
片、自建小厨房……我都经历过。 ”在刘璇的
记忆中，大杂院的生活充满了家长里短的热
闹、亲切。
刘璇说：“我是跟着时代发展潮流成长
起来的。 那时候，排队戴棉手套去买大白菜、
搬蜂窝煤，用点滴瓶做西红柿酱……”

微缩模型只能近观，展览还有一个“时
光博物馆”，让你身临其境地穿越时空。“年
代照相馆” 真实还原当时人们照相的场景，
“奇妙时空屋”的客厅里，立式电扇，红色皮
箱，搪瓷脸盆……还原记忆中的家庭场景。
在“时光杂 货铺”，零 食、 饼 干 罐 、 搪 瓷
杯、贴纸、蛤蜊油……不大的空间装满了“80
后”和“90 后”的回忆，一位家长指着一只绿
皮小青蛙跟三四岁的宝宝说：“那是妈妈小
时候的玩具。 ”墙角的一台红色冰箱，是 1981
年为庆祝可口可乐北京厂落成，日本三洋公
司赠送给中国内地的第一台可口可乐冰箱。
在那个年代，可口可乐重返中国，是改革开
放的一个符号。

行：28 寸永久牌自行车领衔众“老物件”
40 年来，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171 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25947 元，扣
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22.8 倍。 收入高了，最
直观的表现可能就是家中的物件更新换代。
在本次展览的一个展柜中，陈列的是 40
年来的家庭日常用品，从“三转一响”（收音
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到彩电、冰箱，几
乎每一件展品都在观众家里出现过。
出生于 1980 年的周春燕是河北唐山人，
看着这一展柜的老东西，觉得自己差不多都
赶上了，“黑白电视、随身听、老相机……尤
其是那个缝纫机，我妈妈现在还在用”。
周春燕回忆：“小时候，家里的随身听和
相机都是从日本带回来，在当时属于比较贵
重的礼物。 然而，更新换代太快，大学还在用
随身听，毕业后就改听 CD 机了；家里最早的
相机是胶卷的，自己工作后买的第一台相机
就是数码的了，现在，大家都用手机拍了。 ”
而在周春燕父亲的记忆中，自行车是家
中当仁不让的“大件”。 展柜中那一辆 28 寸
的永久牌自行车，在当时绝对属于“豪车”。
周春燕说：“那时候只能到北京来买，最有名
的牌子就是凤凰和永久，得排队才能买。 我
姨老爷为了给我爸买一辆自行车，排了一天
一夜的队。 ”
堪称“古老”的双反相机、快门在镜头上
的旁轴相机、 数码相机、 单反相机……“90
后” 男孩桂天奇向同来观展的小伙伴介绍。
他从初中开始喜欢摄影，家里收藏了 6 台相
机，他拥有第一台自己的相机，已经是数码
时代的单反相机了。
（据《中国青年报》）

耄耋老人到国博“看自己”
—江西村民参观“伟大的变革”展览小记
——

“2018 中国企业家
博鳌论坛 ”开幕
5 日，“2018 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
主论坛在海南博鳌举行。海南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沈丹阳、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兼
秘书长刘正荣、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理
事长刘平均等分别在论坛上发表致辞。
此外，还有 200 多位企业家参加此次论
坛，一起致敬改革开放 40 周年，共同探
讨品牌强国战略。 据悉，这 200 多家企
业既有汽车、健康、地产、家电、快消等
实体经济，也有电商、金融新经济企业，
其资产总额近 10 万亿元。 （据新华网）

亮剑治 “老赖 ”正义在
“最后一公里 ”提速
两年多来，贵州省以“用两到三年
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为目标导
向，牢固树立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
记者 6 日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获悉，为让正义在
“
最后一公里”提速，贵州
法院紧紧围绕突出执行工作强制性、加
强执行规范化和执行信息化建设“一性
两化”的总体思路，向内挖潜、向外借
力，执行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截至 10
月，全省法院执结案件 308214 件，执行
到位 486.75 亿元。 （据《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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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九龙压根儿不敢想， 活了快 80
岁，头一回坐火车、头一回进北京、头一
回到国家博物馆，竟是为了“看自己”。
老人家住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潭溪
乡三都村，这回跟村里几个伙计上北京，
主要 是 因 为 ， 正 在 举 行 的“伟 大 的 变
革——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
中，有张展出图片拍的正是他们。
“你看，这个是我，在鼓掌。 报纸后面
挡着的是我们的老支书。 ”5 日上午，黄九
龙老人指着“历史巨变”展区中的一幅图
片，给记者当起了解说员。

“这是我们村‘第一书记’给大家讲
十九大精神。 ”
“当时是说到惠农政策了，大家一听
都高兴，就鼓掌了。 ”老乡们围了上来，你
一句我一句拉起家常。
老支书黄木根，81 岁， 个子不高，清
瘦脸庞，握起手来却很有劲儿。 1961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的他，上世纪 60 年代到过
一次北京。
“50 多年了，我做梦都想再来北京看
一看。 ”黄木根说，三都村原来是省级贫
困村，最近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7 年实现了脱贫摘帽。
“现在，老人们都有余钱了。 没有党
的好政策，这是不可能的啊。 ”老人家眼
里泛着泪光。
参观国家博物馆前， 老乡们特意早
上 5 点起床， 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
仪式。 他们一行 10 来个人，前一天下午
才坐高铁从南昌到北京。
担心几个老人身体吃不消， 黎川县
委宣传部干部王武辉建议他们清早多休
息会儿， 等另外几个年轻些的村民看完
升旗再接他们去看展览。
“老支书身子骨硬朗着呢，坚持要看
升旗，我们也就遂老人家愿了。 ”他说。
“激动！ 就是激动！ ”43 岁的吴友根在
南方打工多年，第一次来北京，看完整个
展览后，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图片中三都村“第一书记”姚光辉，
目前已经结束任期， 回到抚州市工商联
任职。 说起三都村的脱贫经历，他颇为感
慨。“这个好政策，那个好政策，归根结底
还是要靠大伙儿下功夫干，有了志气，贫
困不可怕。 我们还要跟老乡们再想办法，
从脱贫到致富。 ”
上 图 12 月 5 日 ， 在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来自江西省 抚州市 黎川县潭 溪乡三
都 村 的 老 支 书 黄 木 根 （左 三 ）、三 都 村 前
“第一书记”姚光辉（左二）和几 位村民参
观展览。
（据新华社）

未来十年，这些城市发展被看好
近年来，除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很多准一线城
市、二线城市发展速度加快，表现亮眼。 一些三四线城
市也在高铁的助推下， 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和集聚效
应。 未来 10 年，你看好哪些城市的发展？
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14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未来 10 年，受访
者最看好的前 5 个城市是上海（42.9%）、广州（30.7%）、
深圳（27.8%）、杭州（25.3%）和北京（24.6%）。 受访者看好
这些城市发展的原因有： 是轨道交通时代的节点城市
（46.1%）、人才引进政策吸引人（45.3%）、就业环境友好
（42.8%）。未来 10 年，受访者看好哪些地区的发展？调查
中，54.8%的受访者看好东部的发展，46.8%的受访者看
好中部。 其他依次是：西部（34.6%）、南部（27.6%）、北部
（11.3%）。
（据《中国青年报》）

别让装电梯止于“一户反对”
潜伏生机勿扰阳
见面儿分一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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