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师重教暖人心
殷殷关怀寄厚望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金色的九
月，正是收获的季节。

北京市八一学校的老师们又迎来
了一批朝气蓬勃的新生。“每一年新入
学的孩子们，总会让老师给他们讲讲
习爷爷那年来到学校的故事。”校党委
书记牛震云说。

2016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
回到自己度过了小学和初中岁月的母
校——北京市八一学校。在当天的考
察中，总书记同陈仲韩、陈秋影等几位
老师一一握手，愉快回忆往事。

老师们感叹，这么多年他没变，还
是那样“善良朴素”“尊师重教”。

这是一名学生对自己老师的深深
感恩，更是一位领袖对教师群体的由
衷敬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几乎每逢教师
节，全国1600多万名教师就会收到来
自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走进
校园、亲切交谈、致信问候……纵然日
理万机，总书记总会通过各种方式，表
达自己对全国教师的关心关怀、对教
育改革和教师工作的殷切期望。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考察北京师范大学时说：“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
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要加强教
师教育体系建设，加大对师范院校的
支持力度”“要让全社会广泛了解教
师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让尊师重
教蔚然成风”。

2015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
给“国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
贵州研修班参训教师回信，勉励他们

“牢记使命、不忘初衷，扎根西部、服务
学生，努力做教育改革的奋进者、教育
扶贫的先行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

2018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全党全社会要
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努力提高
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
让广大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

一个迈向伟大复兴的民族，需要
什么样的教育？一项开辟新篇章的事
业，召唤什么样的人才？党的十八大
以来，带着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深邃思
考，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群体的角色
定位不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为教师
队伍建设指明方向——

总书记以“无上光荣”这四个字形
容教师的地位：“人民教师无上光荣，
每个教师都要珍惜这份光荣，爱惜这
份职业，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
己。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有

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
总书记提出“四有”好老师的标

准，为老师们明确了努力的目标：“全
国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
老师”。

总书记用四个“引路人”的概念，
对教育理念和教育能力的全面转变提
出更高要求：“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
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
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
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思想高屋建瓴，情怀深厚绵长。
肩负历史赋予的重任，沐浴在党

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广大教师倍感振
奋、投身育人事业，托起民族复兴的
希望。

身体力行抓关键
立德树人铸师魂

“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
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人深思、令人难
忘。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
树人，是教育事业发展必须落实好的
根本任务。

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
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
召：“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
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
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
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
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
围绕这个目标来学。”

从“宝藏老师”陕西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帆，到“带着信仰
扎根思政课讲台”的华东师范大学教
师闫方洁；从“伏案400分钟只为课上
45分钟”的天津师范大学思政课教师
王雪超，到“在解题中渗透育人思想”
的长沙理工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青年
教师谭艳祥……越来越多的教师按照
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
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要求，积
极修为，努力将课堂作为发挥自己作
用的主要岗位，切实承担好铸魂育人
的时代重任。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关心推动下，我国思政课教师队伍持
续壮大、结构不断优化、整体素质进一
步提升，形成了一支可信、可敬、可靠，
乐为、敢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师者行为世范，方能传道授业解
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教师

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揭示
了教师职业发展的内在规律，赋予了
师德师风新的时代内涵，为加强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党的建
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新形势下
高校教师党支部建设的意见》等相继
出台，推动教师党支部成为教育党员
的学校、团结群众的核心、攻坚克难
的堡垒。

——大中小学教育、宣传、考核、
监督、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长效机
制逐步完善，“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
十项准则”划定师德“红线”，覆盖大
中小学完整的师德建设制度体系加
快建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评选持续进行，一大批优秀教师塑
造了当代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和感动
中国的光辉榜样。

黄大年，吉林大学教授。他放弃
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归国，为填补国内
尖端技术空白耗尽心血。

钟扬，复旦大学教授。在生命的
最后16年，他扎根青藏高原，带领团
队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
盘点了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

李保国，河北农业大学教授。35
年里，他的足迹踏遍太行山区所有县，
全心全意服务于太行山10万群众脱
贫奔小康的梦想。

……
如璀璨星辰，榜样的光辉照耀神

州大地。
退休后的陈立群怀着“一生只做

一件事”的教育情怀，谢绝民办学校开
出的百万年薪邀请，来到贵州台江担
任中学校长，让自己的扶贫支教攻坚
战战果辉煌。

著名作物遗传学家卢永根院士罹
患癌症，却将毕生积蓄捐献给华南农
业大学设立教育基金，用于奖励贫困
学生与优秀青年教师。

在河南信阳绿之风希望小学外，
面对飞驰而来的三轮车，教师李芳一
边大声呼喊着学生们快让开，一边以
身挡车快速推开身边最近的4名学
生，为救学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生命的光辉，点亮了孩子们的未
来。他们一生惦记着学生，却唯独忘
记了自己。

“很多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这就是人间大爱。”在同北京师范大学
师生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字字
恳切，饱含着对教师的浓浓情意。

夯基固本育英才
高瞻远瞩兴伟业

参加培训、检修教学用具、准

备秋季学期课程……在刚刚过去
的暑假里，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杨
家岭福州希望小学的老师们一直
在忙碌。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看望教职工，并关切地询问教师
待遇状况。老师们难忘他当时殷切的
嘱托：“教育很重要，革命老区、贫困地
区抓发展在根上还是要把教育抓好，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山里娃的未来，终归要由乡村教
师合力托举。

“跟4年前相比，我们的教学环境
已经今非昔比。”37岁的语文老师张
燕感慨。学校不仅配备了现代化教学
设备，还与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小学、
福州市鼓楼第二中心小学等建立教育
合作结对机制，为老师们提供更多“走
出去”学习的机会。

硬件配齐、软件跟上，一直被视为
教师队伍建设中短板的乡村教师难招
难留等问题正在一一破解。

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乡村教师支持
计划（2015－2020年）》。

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统一城
乡教职工编制标准，职称（职务）评聘
向乡村学校倾斜……这份专门指向乡
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让全国
330万乡村教师看到了春天。

“国家给乡村教师的这些支持，既
是一种鼓励，更是一种鞭策，我只要干
得动一天就要坚守一天。”云南省保山
市昌宁县大田坝镇文沧村德斯立小学
教师张有国说。2019年发布的《中国
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显示，根据
抽样调查，83.46%的乡村教师愿意继
续留在乡村学校任教。

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乡村教师境
遇之变，正是近年来广大教师安心从
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的
趋势缩影。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今日之中国，仍然
面临着一道道教育难题：一边是城
市里名校资源供不应求，另一边是
乡村教育捉襟见肘；一边是考试“指
挥棒”让孩子们对分数苦苦追求，另
一边是社会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
不断提高……

教师，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
以改革为主线，坚持问题导向，始

终为教师想办法、做实事、办好事。党
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被认为是“直抵
人心”的制度性改革，为形成一支肩负
教育强国重任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
教师队伍保驾护航。

——这是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作出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的意见，描绘了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的宏伟蓝图，围绕全面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
质能力、深化教师管理综合改革、不
断提高教师地位待遇等方面提出具
体举措。

——这是真金白银的巨大投入。
为提高教师专业素质，中央财政2013
年至2019年累计投入经费135亿元，
支持实施“国培计划”。实施乡村教师
生活补助政策，中央财政2013年至
2019年累计安排奖补资金198.2 亿
元，实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
生活补助政策全覆盖，每年惠及约
127万乡村教师。

——这是留住好老师的实际举
措。全面推行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
革，设置正高级职称，打破中小学教师
的职业“天花板”，一支师德高尚、业务
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
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正在形成。

——这是培养好老师的不懈努
力。通过全国各地各校师范生教育内
容、形式、师资、基地、经费等全方位改
革，教师教育布局结构逐步优化，一个
开放、协同、联动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
正在建立。

一份份文件、一项项政策、一个个
夯基固本的行动，化作教师们砥砺奋
进的动力。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我国教师队伍建设迎
来大好局面——

2018年，全国有各级各类学校
51.88万所，比上年增加5017所；专任
教师1672.85万人，比上年增加45.96
万人。同时，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专
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达99.97%、
99.86%和98.41%。

各地健全教师补充机制，完善编
制管理，通过定向培养、支教、转岗培
训等多种方式，重点解决乡村教师短
缺问题。2018年国家督导评估认定
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的338个
县，新补充教师共约22万人，其中，音
乐、体育、美术、科学、信息技术等学科
教师约4万人。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
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
的筑梦人。”

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崭新
起点，面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历史交汇期，1600多万名中国教师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在民族复兴的接续奋斗中
砥砺前行，必将汇聚起教育事业改革
发展的磅礴力量，坚定托起民族未来
的希望！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前进方向，对教

师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一次次讲话高瞻远瞩，一声声问候温暖人心，一封封书信情真意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怀和激励下，广大教师不负

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为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懈奋斗。

凝心铸师魂 立德育新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教师队伍建设纪实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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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在国家
图书馆建馆 110 周年之际，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给国图 8位老专家回信，向
国图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希
望国图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
立新功。

习近平在回信中指出，你们离退
休后仍心系国图发展和文化事业，体
现了你们对“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初
心的坚守。

习近平强调，110年来，国家图书
馆在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一代代国图人为此付出了智慧和
力量。在此，我向国图全体同志致以
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图书馆是国家文
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
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
所。希望国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服务方
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
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再立新功。

国家图书馆创设于 1909 年，
目前馆藏文献总量近 4000 万册
件，年接待读者超过 500 万人次。

不久前，丁瑜、薛殿玺等 8 位国家
图书馆老专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表达了老一代国图人见证国家
图书馆随着祖国繁荣发展而不断
发展的自豪，对坚守初心、推动新
时代图书馆事业扬帆再起航的坚
定信心。

习近平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强调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新华社北京 9月 9日电 9 月 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
平就朝鲜国庆71周年向朝鲜劳动党
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
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值此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71 周年
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
政府、中国人民，向委员长同志并
通过你，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

朝鲜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
的祝愿。

习近平表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成立71年来，朝鲜人民在朝
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推动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相信
在以委员长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
领导下，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定将取得
新的伟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委员长同志

一道，传承和弘扬中朝传统友谊，推
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在新的历史时
期实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
国人民。祝朝鲜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安康。

朝鲜国庆71周年

习近平向金正恩致贺电

1953年10月27日，新建成的鞍山钢铁公司
无缝钢管厂的汽笛一声鸣响，我国第一根无缝钢
管轧制出来了。这标志着我国在向工业国转变的
道路上迈出坚实一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无法生产这类工业产品。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
之后，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
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
35.5%。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就
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

1954年，中苏双方最终确定了“一五”时期苏
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涉及钢铁、有色冶金、
煤矿、石油炼油、重型机械、汽车、拖拉机制造、化
工、电力等方面。1955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
划》。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
额达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这样巨大的
建设投资，是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无法企及的。

“一五”计划极大地调动了各行各业劳动者
的积极性。在新中国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
诸多工业产品被制造出来：1954年7月，“初教
5”飞机试飞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由修理
阶段跨入了制造阶段；1956年7月，载重量为4
吨的解放牌卡车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开始独立
掌握汽车生产技术；1956年9月，国产B2-34中
型坦克发动机问世，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坦克发
动机的历史……

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大都超额
完成。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部门建
立起来，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布局
不合理的局面得到初步改变。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向工业国目标迈进

国营洪都机械厂（今中航工业江西洪都航空
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新中国第一架飞
机“初教5”（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9月9日，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南极天文学研
究室副研究员姜鹏在介绍自己绘制的黑洞吸积盘
示意图。

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等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合作，在国际上首次成功观
测到类星体“吸积燃料”的过程。国际顶级学术期
刊《自然》日前发表了该研究成果。 新华社发

我国科学家首次探明
类星体“燃料供应”之谜

中纪委曝光六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典型案例

据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日前，中央纪委
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
开曝光。

这6起典型问题是：贵州省黔南自治州平塘
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黄俊违规收受名贵
特产和礼金问题；湖南省原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
书记、局长欧阳彪公款出国旅游问题；北京建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行政保卫部党支部书记林东等人
公款出国旅游等问题；江西省新余市原卫计委副
处级干部桂秀平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和旅
游安排问题；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教科局副局长
王建博违规操办其子婚宴并收受礼金问题；中国
联通上海市分公司银行行业销售中心总经理汪凌
违规组织公款吃喝等问题。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上述6起问题
中，有的违规收受名贵特产和礼金，有的组织公
款吃喝，有的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有的
借公务之机公款旅游，有的违规操办婚宴、收钱
敛财，而且违纪行为都发生在党的十九大之后，
是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行为。上述党员干部均
受到严肃处理，广大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引以为
戒，自警、自醒、自重。

“节点”亦是“考点”，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强化教育
提醒，强化监督检查，强化通报曝光，对发现的节
日期间“四风”问题快查严处，不断净化节日风气，
以作风建设的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