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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设农村特岗教师津贴

“金秋计划”翻动红河

每人每月不低于300元

—云南省红河州实施教育振兴计划纪实
——
“金 秋 计
划” 给出了今
后5年的发展
目标： 全州初
中学生3年实
际完学率达
97% 以 上 ； 全
州普通高中阶
段毛入学率达
90% 以 上 ， 在
校生普职比达
1 ∶1.2， 高 考
一本上线率达
25% 以 上 ； 人
均受教育年限
达10年以上。

■本报记者 储召生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
蒙自，是云南过桥米线的故乡。 一碗过桥
米线的背后，是清朝光绪年间一个妻子支
持丈夫潜心读书、求取功名的动人故事。
100多年后的今天， 红河州不少学
生和家长却对读书失去了信心。 在南部
6县， 高考能上一本线的寥寥无几。 农
家子弟苦读多年， 连个像样的大学都考
不上， 更别说往后的就业了。
这对过桥米线的故乡来说是多么大
的讽刺。 2013年11月， 红河州委、 州
政府启动了史上最具雄心的教育振兴计
划——
—“金秋计划”。 金秋时节， 记者在
红河州从南到北一路走来， 处处都能感
受到“金秋计划” 的影响力。 红河人心
里最清楚， 没有教育的振兴， “中国
梦·红河路” 就无从谈起。

“红河路”上有鸿沟
今年高考， 红河县取得了历史性的
突破——
—终于有一人总分超过600分。
在南部6县， 元阳、 金平、 河口也各有
1人超过600分， 屏边、 绿春则仍未实
现零的突破。 而在红河全州， 超过600

分的有445人。 “牛校” 建水一中超过
600分的学生就有175人， 南部6县加起
来尚不足北部一所中学的零头， 红河州
教育发展的南北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红河县是有名的侨乡， 以东南亚一
带的苦侨居多。 这个与州同名的县， 经
济发展水平却排在云南全省的倒数之
列。 从北京来此挂职的副县长柳松， 刚
来时也是大吃一惊： 改革开放30多年，
这里的县城没有一个像样的商场， 连买

一件毛衣都成了难事。
柳松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主管数字化
出版。 来挂职前， 他曾计划把北京乃至
全国最先进教育理念、 最牛的教育专家
都请到红河来。 但到了这里一看， 他的
心顿时凉了半截。 柳松告诉记者， 全国
许多地方都面临转型发展， 这里却还在
解决生存的难题。 在南部地区， “早生
儿子早得福”、 “送女读书不如在家养
猪” 等传统观念仍根深蒂固， 教育并没

“中国梦·红河路”的生动实践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杨洪波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红河州委深
入分析了红河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作出了红河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走好
“
中国梦·红
河路”，最重要的是靠教育发展、靠人才
培养、靠劳动力素质的提升。
面对全州各族人民过上美好新生
活的热切期盼， 我州教育振兴到了迫
在眉睫、合力攻坚的关键时刻。经过深

入调研、认真研究，按照可操作、可量
化、可评价的原则，红河州委、州政府提
出了振兴红河教育的
“金秋计划”。
实施振兴红河“金秋计划”，推动教
育高质量发展，是全州人民的重托和期
盼。 红河州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坚持
正确的办学方向、 正确的办学理念、正
确的办学机制，进一步提高认识、完善
机制，形成合力、狠抓落实，向全州人民
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有受到足够重视。
2011年， 红河县委书记邹进调任红河
州教育局长。 随后， 州教育局对全州教育
现状进行全面摸底， 通过近一年的实地调
查， 彻底揭开了红河经济发展乏力、 教育
停滞不前的“暗疮” ——
—义务教育辍学率
过高、 高中教育规模和质量低下、 职业教
育水平和能力不够、 教育改革力度和意识
不足， 等等。
邹进告诉记者， 正是那次摸底调查，
一个个冰冷的数字， 让州委、 州政府下定
了教育改革的决心。
2013年11月， 《红河州教育事业振兴
金秋计划 （2014—2019年）》 正式出台。
“金秋计划” 给出了今后5年的发展目标：
全州初中学生3年实际完学率达97%以上；
全州普通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0%以上，
在校生普职比达1∶1.2， 高考一本上线率
达25%以上； 人均受教育年限达10年以上。
随后， 红河州所属13个市县都制定了各自
的“金秋计划”。
（下转第四版）

进滇西
新闻特别行动

童蒙
“开笔礼”
启智点朱砂
9月28日， 贵阳市300名小学一年级新生在贵阳孔学堂
参加了“开笔礼” 活动， 以此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纪
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
左图： 老师在按传统习俗为小朋友点朱砂开智。
右图： 小朋友们向孔子像行礼。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本报杭州9月28日讯 （记者 朱振岳） 记者
今天从浙江省教育厅获悉， 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 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发出 《关于建立农村
特岗教师津贴的通知》， 决定从明年1月1日起，
在现有农村教师任教津贴的基础上， 建立农村特
岗教师津贴。
浙江明确， 农村特岗教师津贴的范围对象是
条件比较艰苦或地理位置偏远的农村中小学校和
幼儿园在编在岗专任教师； 津贴标准原则上每月
每人不低于300元， 各地可结合实际， 综合考虑
乡村学校地理位置偏远程度、 条件艰苦程度以及
教师在乡村从教年限等因素， 制定具体的发放标
准和办法。
浙江提出， 农村特岗教师津贴列入教师工资
统发， 按月发放； 农村特岗教师津贴仅限在岗时
享受， 调离特岗教师岗位或退休后不再享受； 农
村特岗教师津贴不纳入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 实
行农村特岗教师津贴所需经费， 按学校隶属关系
由同级财政承担， 省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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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通报武汉理工大学
肖鸿收取礼金查处结果
本报北京9月28日讯 （记者 焦新） 教育部
今天通报了武汉理工大学查处的该校网络教育学
院原党总支书记肖鸿为其子举办婚宴收取礼金的
问题。 通报称， 武汉理工大学党委已给予肖鸿党
内警告处分， 责令其退回违规收受的礼金。
2013年5月1日， 肖鸿为其子举办婚礼。 肖
鸿虽在婚宴前曾向学校纪委报告， 纪委强调了廉
政规定， 并明确提出不能大操大办的要求。 但婚
礼当日， 肖鸿仍置学校纪委要求于不顾， 摆婚宴
38桌， 其中， 肖鸿的同事及朋友7桌， 收取礼金
25000元， 在教职员工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教育部在通报中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
类学校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中吸取深刻教训，引
以为戒。 各级教育纪检监察部门要严格监督执纪
问责，严肃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对
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提醒、早告诫、早纠
正， 对不听劝阻、 顶风违纪的， 要依据党纪政纪
快查严处， 公开曝光。 坚持“一案双查”， 对影
响恶劣的案件， 还要对相关领导严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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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庆节期间本报休刊6期， 即10
月2日至7日， 因休刊减少的版面在日后补
齐。 感谢读者朋友对本报的关心和支持。
恭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中国教育报

在第3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 我们
召开庆祝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今天上午， 习
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和刘云山、 张
高丽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受表彰
代表， 体现了党中央、 国务院对全国广
大教师的高度重视和鼓励鞭策。 会见
后， 习近平总书记又到北京师范大学考
察， 看望慰问师生， 同师生代表座谈并
发表重要讲话， 提出期望和要求。 刚
才， 4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代表的发言感人至深， 听后很受教
育和启发。 在此， 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
意!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
节日问候和良好祝愿!
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
设。 毛泽东同志强调， 教育者首先要受
教育； 要做好先生， 首先要当好学生。
邓小平同志强调， 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
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不但学生应该尊重
教师， 整个社会都应当尊重教师。 江泽
民同志强调， 各级党委、 政府要关心教
师的工作和生活， 千方百计地为教师办
实事、 办好事， 尊重教师的劳动。 胡锦
涛同志强调， 尊重教师是重视教育的必
然要求，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
重创造的具体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将

今日
导读

刘延东副总理在庆祝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14年9月9日）
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大力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教师是立教之本、 兴教之源， 承担着让
每个孩子健康成长、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的重任。 在今天上午的讲话中， 习近平
总书记充分肯定了广大教师为国家发展
和民族振兴作出的巨大贡献， 强调做一
名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 道德情操、 扎
实学识和仁爱之心， 要求各级党委和政
府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
要性， 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使教师成
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 李克强总理指
出， 教师永远是天底下最受人尊敬的职
业， 广大教师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为
国家和民族带来希望； 同时， 希望广大
教师增强责任感， 努力提高师德修养和
教学水平， 真正做到为人师表、 授业解

大学生体测要以科学严肃赢得认可

2

惑。
中央领导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讲话
和指示精神， 内涵丰富、 思 想 深 刻 ，
饱含对广大教师的深情和厚望， 既是
巨大的鼓舞， 也是巨大的鞭策， 对于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 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 都具有极其重要的
指导意义。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 全
面贯彻落实。
30年来， 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高
度重视下， 在各级党委、 政府及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下，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绩。 一是师德
建设不断加强。 先后颁布了 《中小学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 《高等学校教师职
业道德规范》， 逐步实现了师德建设长

效机制各级各类教育全覆盖， 加大了优
秀教师表彰力度， 树立了一大批教师典
型。 二是教师素质整体提升。 教师学历
水平明显提高。 2013年， 普通小学专
任教师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约占
87.3％， 初中专任教师中具有本科及以
上学历的约占74.9％， 高校专任教师中
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占54.9％。 各级各类
学校中具有中、 高级职务教师的比例均
有较大提高， 高层次人才队伍不断扩
大。 农村教师队伍得到优化。 创新农村
学校教师补充机制， 实施农村教师“特
岗计划”、 师范生免费教育等政策， 大
批优秀高校毕业生走进农村学校， 为农
村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是教师
培养体系基本完备。 本科师范院校数显
著增加， 全日制和在职攻读等不同模式

“现代学徒制”为何国际上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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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硕士培养全面展开， 教育博士试
点工作稳步实施， 教师教育形成了师范
院校为主体、 综合性大学共同参与的教
师培养格局。 四是教师待遇明显改善。
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投入持续增加， 义
务教育学校教师工资全额纳入财政保
障， 特别是实施绩效工资、 连片特困地
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政策， 有效保证
了教师收入水平稳步增长。 “广厦工
程”、 筒子楼改造和周转房建设等措施，
使教师住房和生活条件得到切实改善。
五是管理制度逐步健全。 全面推进教师
资格和定期注册制度， 深化职称制度改
革。 加快构建教师队伍建设标准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教师资格
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陆续出台， 教师
法律法规体系框架初步形成， 为依法加

一流大学： 因民族特色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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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教师队伍建设、 保障教师权益提供了
有力支撑。
30年来， 广大教师不负国家和人民
的重托， 坚守信念、 恪尽职守， 兢兢业
业、 默默耕耘， 支撑起共和国教育的巍
巍大厦， 为学生成长、 教育发展和现代
化建设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在
那些春风化雨的日子里， 教师们一支粉
笔染双鬓， 三尺讲台度春秋， 用爱心、
知识和智慧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学生的心
灵。 在地震突发、 洪水袭来、 汽车撞向
学生的危急时刻， 总有教师挺身而出、
舍生取义， 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着
新时代的教师之歌。 那些扎根农村的教
师们， 不计名利、 无私奉献， 在偏僻山
区、 海岛渔村、 戈壁大漠、 雪域高原传
播着现代文明， 让知识的阳光照耀共和
国的每一个角落。 过去这些年， 教师队
伍中涌现出了以于漪、 李吉林、 马芯兰、
殷雪梅、 孟二冬、 霍懋征、 叶志平、 谭
千秋、 侯伯宇、 石秋杰、 张丽莉等为代
表的一大批优秀教师典范。 今天受到表
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也是广大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中的优秀代表。 大家的
事迹和言行， 很好地诠释了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的内涵， 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要求， 引领着时代风气和社会
风尚， 赢得了全社会的普遍尊重和广泛
赞誉。
（下转第四版）

传承文化基因，高校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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