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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
活动上发表视频贺词

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
新 华 社 北 京 9 月 26 日 电

“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
纪念活动于当地时间9月25日上
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应邀在纪念活动上发
表了视频贺词。

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
和人民， 对潘基文秘书长提出

的“教育第一” 的倡议表示
坚定支持。 他表示， 百年大
计， 教育为本。 教育是人类
传承文明和知识、 培养年轻
一代、 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
径。

习近平指出， 中国将继续
响应联合国的倡议。 中国有

2.6亿名在校学生和1500万名教
师， 发展教育任务繁重。 中国
将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始
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位置， 不断扩大投入， 努力发
展全民教育、 终身教育， 建设
学习型社会， 努力让每个孩子
享有受教育的机会， 努力让13

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
获得发展自身、 奉献社会、 造
福人民的能力。 中国将加强同世
界各国的教育交流， 扩大教育对
外开放， 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
教育事业发展， 同各国人民一
道努力， 推动人类迈向更加美
好的明天。

“教育第一” 全球倡议行动
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起， 旨
在调动国际社会对教育的广泛支
持， 落实千年发展目标和全民教
育目标。 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选
择了10个教育发展取得突出成
就的国家作为倡导国， 中国是其
中之一。

■本报记者 柴葳

“我也是一名老师， 难免会遇上调
皮捣蛋的学生， 您有什么办法让这些不
听话也不爱说话的孩子转变过来？”
“如果学生不爱我， 就不会爱我的课，
我会努力培养和学生的感情， 将教学知
识和学生实际相结合， 调动他们的积极
性。” 9月12日14时， 在甘肃省岷县地
震灾区茶固村小学帐篷教室中， 一场
“空中” 对话， 在网民和被誉为“教坛
保尔” 的教师樊芳朝之间展开， 交流震
后复课情况， 分享教书育人心得。

“这么多年来， 我都是一名‘三流’
教师， 流血， 流汗， 甚至流泪！ 虽然我
是‘三流’ 教师， 但我一定要教出一流
的学生！” 身患“不死的癌症” 强直性
脊柱炎的樊芳朝， 一只手拄拐杖， 另一
只手艰难地给学生们写板书， 在三尺讲
台上一站就是26年。 作为教育部新闻
办推出的“教育守望者———教师节系列
微访谈” 活动的第四场， 一个半小时的
时间里， 200多个问题、 23条微博、 近
千次转发评论、 网友点击110多万次，
樊芳朝用自己对教育的执着与坚守滋润
了许多人的心田。

作为今年教师节网络主题活动之
一， 教育部新闻办官方微博“微言教
育” 通过主办“教育守望者———教师节
系列微访谈”， 主动转变思路， 积极践
行群众路线， 服务基层教育改革发展，
在广大网民与一线教师之间搭设起一座

“心之桥”。 除邀请2013年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走进教育部， 回答网民问题之
外， 还首次尝试“走出去”， 深入云南、 甘肃、 宁夏等地实地探访
基层教师、 农村教师和特岗教师， 邀请他们与网友在线交流， 反
映基层教育发展变化， 展现基层教育工作者的理想、 信念与坚守。

从9月5日到9月17日， 依托教育部新闻办官方微博“微言教
育” 进行的5场“微访谈” 共收到网友提问1000多个， 9位老师共
回答问题近80个，网友点击量达到500多万次。 其中，9月5日、12日、
17日，“微言教育”编辑将“微访谈”现场搬到云南怒江州泸水县、甘
肃岷县地震灾区、宁夏西海固地区等地的农村学校，实地采访一线教
师、 农村教师以及特岗教师， 网民关注度也随着“走出去” 的步伐
急速升温。 （下转第八版）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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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慕课（MOOCs）建设持续走热

C20小学初中
慕课联盟正式成立

本报讯 （记者 时晓玲） 继高中C20慕课联盟成立不久， 华东
师大慕课中心日前又牵头分别成立了初中和小学的C20慕课联盟。
来自杭州育才中学等20余所国内知名初中和华师大附小等20余所
国内知名小学的校长及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华师大慕课中心主任陈玉琨表示， 慕课是一场教育革命， 在基
础教育领域， 慕课是继班级授课制以来最重要的教育方式变革。 大
规模微视频开发和翻转课堂的实施， 让个别化、 自主性、 互动式教
学成为可能。 在慕课建设和翻转课堂实施过程中， 可以催生和造就
一批新时代名师。 同时， 慕课建设有可能让已成格局的“名校”、
普通学校和薄弱学校的系统重新洗牌。

据悉， 为进一步推动基础教育和教师教育领域的慕课建设， 促
进课堂教学模式转型， 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心将于明年1月举办全
国中小学教师翻转课堂微视频大奖赛和全国师范生微视频大奖赛，
全国中小学教师和师范生均可申报参与大赛。

敬告读者
2013年国庆期间本报休刊6期， 即10月2日至7日， 因休刊减

少的版面， 将在日后陆续补齐。 感谢读者朋友对本报的关心和支
持。 恭祝大家国庆快乐！

评论

靠行政力量抢生源“外强内虚”

■周方鑫

据报道， 湖南郴州永兴县
一中的5名教师因子女未在本
校就读高中， 被学校要求去该
县实验中学交流教学1到3年，
而交流期间不享受各种福利待
遇。日前，永兴县教育局对外透
露， 该中学拟内部调整教师岗
位的处理意见不妥， 未予以批
准。 这样的事情在一些地方时
有发生， 表面上看是学校管理
问题， 只是对个别教师进行处

罚， 但深究起来却耐人寻味。
毋庸讳言， 抢生源现象今

天仍然比较普遍。按有关规定，
公办高中不能跨地域招生，然
而， 很多地方违规招生屡禁不
止，以致出现生源抢夺的“拉锯
战”。有的地方甚至通过经济或
其他手段来“抢夺”和“反抢夺”
生源， 如招收低分学生来“养
护”高分学生，这是以产业思维
办教育留下的后遗症。 针对学
校违规抢优质生源问题， 各地
政府和主管部门办法不多，有
些还默许和放纵这种行为。 这
说明我们的教育缺少执行力，
许多教育法规被人为践踏。

在一个有可供选择的环境

里， 仅仅靠行政手段来解决问
题显然是错误的， 至少对教师
本人及其子女是不公平的， 因
为他们受到处罚并非由于工作
上出现过错。 从另一个角度来
说， 这种做法也会严重影响教
师的工作积极性， 致使他们产
生抵触心理。 教师承担的工作
责任和社会压力已经很大了，
如果因为自己的教师身份而导
致无法自由选择子女就读学
校， 其抱屈不平的情绪可想而
知。 因此， 要办好学校， 办学
者既要为学生着想，也要为教
师着想， 多做些于教师有益的
事。

当事学校校长表示：“如果

老师的孩子都不在本校读书，别
人会以为学校办得不好， 对学校
声誉造成影响。 ”这种说法“外强
内虚”，只能说明学校办学还不自
信。学校办得好不好，不是以个别
学生的成绩来评判的， 也不应该
以一时的得失来评判， 更不能只
看高考成绩。教育不能急功近利，
教育是树人的事业， 教育好每一
名学生才是办教育的根本， 不能
只盯着那金字塔顶端的区区数
人， 不能为了一棵树苗而放弃一
片森林。对于教育管理者而言，要
用教育者的良心去面对每一个愿
意把孩子送到学校的家长， 用欣
赏的眼光去发现孩子， 既要培养
精英， 更要培养劳动者。

靠行政力量抢生源背后是评
价体系出了问题。 如果社会和政
府评价学校、 学校评价教师不只
看清华北大“上榜率”，而是看学
生的进步、看教育的增值，那么拉
生源、择校情况会有很大改观。如
果我们把学生初中升高中成绩与
高考成绩进行对比分析，按照“高
进高出”的原则，由权威机构提供
一个能客观反映学校高考结果的
评价，而不是由学校任意宣传，生
源大战也不会愈演愈烈。 我们常
说， 教育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负
责， 这既是对学生负责更是对我
们的教育事业负责。 除了盯着高
考、盯着尖子生，我们更不能忘的
是教育为何而教。

历史上的今天

筲1949年9月27日， 由田汉作词、
聂耳作曲的 《义勇军进行曲》 被定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筲1988年9月27日， 我核潜艇水下
发射运载火箭成功。

筲1997年9月27日， 我国首
届文学界最高荣誉奖励———鲁迅
奖评选开始。

大学语文：高开课率背后有隐忧未成年人权益亟须立体呵护 2版 3版
■今日看点

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名单公布

教育系统11人榜上有名
据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名单今天公

布， 在54名全国道德模范中教育系统占11人。
11人中， 5人获得“全国助人为乐模范” 称号， 分别是： 生前

系甘肃省兰州市二十四中学生活指导老师的李成环， 生前系广西
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金宝乡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的何玥， 江
西省莲花县甘家小学原校长龚全珍， 宁夏回族自治区残联盲协主
席、 爱德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王结， 新疆职业大学中国
语言学院汉语翻译专业学生热汗古丽·依米尔； 3人获得“全国见
义勇为模范” 称号， 分别是： 生前系第二炮兵工程大学士官职业
技术教育学院参谋的沈星，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
师张丽莉， 云南省文山学院2012级体育教育本科2班学生霜福伟；
1人获得“全国敬业奉献模范” 称号， 是湖北省武汉市第一聋校舞
蹈教师杨小玲； 2人获得“全国孝老爱亲模范” 称号， 分别是： 重
庆市忠县马灌镇初级中学学生吴林香， 浙江省磐安县实验初中教师
陈斌强。

习近平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强调

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
为实现中国梦凝聚有力道德支撑

刘云山参加会见并出席座谈会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记
者 徐京跃 隋笑飞）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26日下午在北京会见第
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
者， 强调道德模范是社会道德建
设的重要旗帜， 要深入开展学习
宣传道德模范活动，弘扬真善美，
传播正能量， 激励人民群众崇德
向善、见贤思齐，鼓励全社会积善
成德、明德惟馨，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
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
文明委主任刘云山参加会见并出
席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

下午3时许， 习近平等中央
领导同志来到京西宾馆会议楼前
厅， 同参加会见的同志们亲切握
手， 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
表重要讲话。 他表示， 经过亿万
群众评选， 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
产生了。 他代表党中央、 国务
院、 中央军委， 向光荣当选的全
国道德模范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
高的敬意。

习近平指出， 精神的力量是
无穷的， 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
的。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蕴育了
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 培育
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 自

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思想， 支
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薪火
相传， 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强调，长期以来，各
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要求，不断
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传
统美德，培育时代新风，中华大
地涌现出一大批道德模范、最
美人物。 全国道德模范就是其
中的优秀代表。 你们或充满爱
心、助人为乐，或见义勇为、舍
生忘死， 或诚实守信、 坚守正
道，或敬业奉献、虔诚勤勉，或
孝老爱亲、 血脉情深。 你们的
高尚品德，温暖了人心，感动了
中国，为全社会树立了榜样。

习近平指出， 伟大时代呼
唤伟大精神， 崇高事业需要榜
样引领。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
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奋斗。 我们要按照党
的十八大提出的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高
度重视和切实加强道德建设，
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
美德、 个人品德教育， 倡导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道
德规范，培育知荣辱、讲正气、
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见到出席会议的年逾90

的龚全珍老人， 习近平饱含深情地
说， 我向大家介绍全国道德模范龚
全珍同志， 她是老将军甘祖昌同志
的夫人。 甘祖昌同志是江西老红

军、 新中国的开国将军， 但他
坚持回农村当农民， 龚全珍同
志也随甘祖昌同志一起回到农
村艰苦奋斗。 半个多世纪过去

了， 龚全珍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
斗精神，并当选了全国道德模范，
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 我感到很
欣慰。（下转第三版）

9月26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
提名奖获得者。 这是习近平同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