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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贵
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学会副
会长、北京十一学校校长

郑瑞芳
特级教师、中国人民大学附
属小学校长

华应龙
特级教师、北京实验二小副
校长

郭锋
特级教师、北京市樱花园实
验学校校长

送教专家名录

夏志清
特级教师、北京工业大学附
属中学校长

张忠萍
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兼
职教授、北京第一师范学校
附属小学校长

肖培东
特级教师、浙江省永嘉县教
师发展中心副主任、上塘中
学副校长

贲友林
特级教师、南京师范大学附
属小学教师

柳袁照
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江苏
省苏州第十中学校长

马九克
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七宝
中学特级教师

肖培东
特级教师、浙江省永嘉县教
师发展中心副主任、上塘中
学副校长

贲友林
特级教师、南京师范大学附
属小学教师

翟小宁
特级教师、中国人民大学附
属中学校长

程红兵
特级教师、深圳明德实验学
校校长

吴邵萍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南京市北
京东路小学附属幼儿园园长

孙立春
深圳市年度教师、深圳前海
学校教学处副主任

涉江河，爬雪山，过草地。
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纵横

10余个省，冲破百万国民党军队
的围追堵截，走遍千山万水，突
破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二万五千
里长征。

长征路，教育情，送教行。
80 年后，19 名来自全国各

地的名师名校长，追寻当年红军
走过的足迹，为革命老区带来23
场精彩的报告和公开课，奉上精
美的教育“大餐”。

历时一个多月，走进瑞金、
遵义、小金 （懋功）、会宁、延
安，由中国教育报刊社组织的

“长征路上送教行”大型公益活
动，在长征路上引发强烈反响。

逐梦长征路，播撒教育情。
授课专家克服困难、倾情奉献，
老区校长教师引颈期盼、收获满
满。此次大型公益活动日前完美
收官。

响应总书记号召 实现
“三个结合”——

扛起社会责任 送教
长征路上

历史的脚步匆匆。仿佛弹指
间，长征胜利已走过 80 周年。
80年前，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那
段艰难岁月，我们怎能忘却！

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宁夏考察扶贫工作时，专程到将
台堡参观长征三军会师纪念馆，
并发出了“缅怀先烈、不忘初
心，走好新的长征路”的号召。

早在今年3月，中国教育报刊
社就提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报刊
社所属“两报四刊三网”及中国教
育之声新媒体矩阵，通过纪念工
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学习、继
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由于地理条件普遍比较恶
劣，加之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
后，当年红军战士长征途中浴血
奋战过的革命老区，如今的教育
发展水平普遍较为落后。

新时期，新征程！教育新闻
媒体如何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如何践行媒体的社会责任？如何

进一步推动革命老区教育改革发
展？

中国教育报刊社提出将纪念
活动的重心放在教育扶贫上。经
过反复讨论、精心策划，一个将
新闻宣传报道与精准扶贫相结
合、与送教下乡相结合、与“走
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相结
合，实现“三个结合”的“长征
路上送教行”大型公益活动方案
出炉。

这项活动由中国教育报刊社
联合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
教师发展基金会共同开展。

一路送教下乡，一路播撒前
沿理念。

报刊社邀请国家督学、北京
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北京工业
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夏志清，北京
十二中校长李有毅，苏州十中校
长柳袁照，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
学校长翟小宁，深圳明德实验学
校校长程红兵等19名教育专家同
行，将优质教育资源送到革命老
区，切实帮助农村教师解决实际
教学工作中遇到的困惑及问题。

一路采访直播，一路分享教
育智慧。

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等
媒体派出骨干记者，与教育专家
们同走长征路，对沿途地区的教
育改革发展进行深入报道。这次
活动特别创新了报道方式，对名
校长、名师送教下乡的讲座现场
进行视频直播，发动其他地区的
教师收看，进一步扩大活动的社
会影响力。

这是一次追寻红军战士足迹
的缅怀之行，更是一次接受长征
精神洗礼的责任之行、教育之
行。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翟小宁说：“送教行这个活动，
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既有政治意义，也有教育意义。
与其说是跟老区的各位老师交
流，不如说是我们在接受长征精
神的洗礼。”

四川省成都市金沙小学校长
钟樱表示，成为“长征路上送教
行”的一员，既是一份光荣，也
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是当代教
育人践行长征精神的重要体现。

她不仅自己参加这项活动，还主
动邀请好朋友成都青羊区特殊教
育学校校长卞蓉同行，当一名送
教志愿者。

“当初在看到‘长征路上送
教行’这 7 个字时，想都没想就
同意参加了。”特级教师、浙江
永嘉县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肖培
东说，“哪里是我去送教？分明
是我有幸去接受洗礼。我庆幸能
有这样一次机会去亲近这块红
土，是希望心不被浮华世俗湮
没，在都市迷离的夜里，要有一
盏灯，为自己的灵魂高挂，为自
我的存在点亮。”

深圳市前海学校教学处副主
任孙立春参加完延安站的送教行
活动后，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
信息：“‘长征路上送教行’大
型公益活动，地点是延安吴起。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
点，更是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
出发点。每个教育人又何尝不是
走在教育的长征路上，每一天都
在探索、发现和觉醒！”

送教行活动所到之处，受到
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欢迎。在瑞
金站活动启动仪式上，江西省教
育厅副厅长喻晓社深有感触地
说：“名校长和名师深入瑞金，把
最先进的教育管理方法、教学经
验送到基层学校，这不仅是瑞金
教育的大事，更是江西教育的重
大利好。”瑞金市委常委、市委宣
传部部长伍春华认真听了送教专
家的讲座。她一边听一边做笔
记：“专家的讲座真是一场及时
雨，这些最前沿、最先进的教育理
念，一定能够在瑞金生根发芽，长
成参天大树、结出累累硕果。”

遵义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杨升平表示，既然是送教下乡，
不妨请报刊社和各位专家沿着遵
义这个路线多走几个地方，“这样
的机会太难得了”。就这样，在杨

升平的邀请和周密安排下，“长征
路上送教行”遵义站的团队先后
走进遵义、习水、仁怀，两天辗转
三地，进行了6场报告与公开课展
示，行程紧张而充实。

克服高原反应 拿出看
家“秘籍”——

满含教育情怀 回馈
老区教育

这次参加“长征路上送教
行”活动的19位校长、教师，都
是知名教育专家。他们大多工作
忙得很，平时很难有时间外出去
讲课。但是，凭着对革命老区的
一腔教育情怀和对红军长征的崇
敬之情，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加入
送教队伍行列。

参加四川小金站送教行专家
之一的北京十二中校长李有毅，
今年已经 61 岁，身体一直不太
好。活动前一天晚上，她乘飞机
到成都，第二天又转乘大巴一路
向 海 拔 2000 多 米 的 小 金 县 进
发，途经海拔 5040 米的巴郎山
时，身体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
但是，当她站在报告厅的讲台
上，面对老区校长、教师期盼的
眼神时，她从心底里油然生出一
股强烈的责任感，头疼似乎也没
有那么厉害了。

会宁站送教行活动中，南京
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数学特级教师
贲友林最为“行色匆匆”。为了兼
顾学生课程和送教行活动，他牺
牲了很多个人时间。10 月 13 日
凌晨3点多乘车抵达会宁，仅仅休
息了几小时，连早饭都来不及吃，
他就走上讲台；上午 8 点上课，11
点多下课后，就带着工作人员准
备的盒饭直奔兰州中川机场。工
作人员一再对他表示抱歉，但他
非常随和地说：“有的吃就很好
了。” （下转第四版）

本报北京 10 月 18 日
讯 （记 者 柴 葳 焦 以
璇） 教育部今天召开部分
直属高校“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座谈会，认真学习
贯彻中央“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新精神新要求新部
署，按照“四个合格”基
本要求，指导推进高校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深
入开展。教育部党组书
记、部长陈宝生，中组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协
调小组督导二组组长陈燕
楠出席座谈会并讲话。教
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沈晓明主持座谈会。

座 谈 会 上 ， 清 华 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大连
理工大学、厦门大学、四
川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
6 所高校党委负责同志作
了交流发言，分别从发挥
党员干部示范作用、创新
方法载体、坚持问题导
向、加强基层党建等方
面，总结交流了“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的
主要做法和取得的初步经
验，介绍了下一步深入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的基本思路和重要举措。

陈燕楠充分肯定了直
属高校“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取得的成效，对高校
进一步抓好学习教育提出
明确要求。一要继续打牢
学的基础，高校各级党组
织要组织广大师生党员在
真学常学、学深学透上下
功夫。二要抓紧做好本年
度民主生活会、专题组织
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准
备工作。三要认真落实

“带着问题学，针对问题
改”的要求，推动解决突出问题。四要深入研究探索党员
教育常态化机制，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陈宝生指出，各高校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高度重视，
真学、真做、真改，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共性的有益经验。一
是学在前面，学深一点。各高校党委以中心组学习为主要
形式，采取多种形式改进学习方法，带动基层学习，服务社
会学习，发挥了表率作用。二是走向基层，抓在实处。党委
负责同志深入基层，把学习教育与教育改革发展各项任务
紧密结合起来，以学习成果推动工作落实，以工作成效检验
学习成果。三是改在前面，严字当头。将“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与历次集中教育活动有效衔接，学习动员和问题整改
同步推进，边学边改、真查真改、立行立改、成效明显。

陈宝生强调，部分高校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还
存在着分类指导不够、工作特色不明显、结合实际不紧密
等薄弱环节，要坚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按照“四个合格”
的要求，以从严从实的作风推动学习教育不断取得新进
展。一是用心学。要创新载体，研究措施，结合思想实际、
工作实际、岗位实际，学习领会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党章
党规的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真正把自己摆进去。二是用
心做。要在学的基础上，努力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合格、贯彻
落实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合格、党员的行
为和作风合格、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合格。三是用心
改。要认真研判、着力解决教育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要以思想政治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为重点，把从
严治党的压力层层传导下去、责任层层衔接下去、任务层层
延伸下去。要以学习教育为契机，着力解决党员队伍和基
层党建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以教师党支部、学生党支部建
设为重点，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在京 24 所直属高校和部分京外直属高校党委书记、
教育部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会。 （发言摘登见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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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焦新） 日前，教育部党组召开 2016
年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
长、教育部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沈晓明，代表部党组
作动员讲话。教育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
组长、教育部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立英，宣布 《中
共教育部党组关于 2016 年第二轮巡视的组长授权任职及
任务分工的决定》，并对做好巡视工作作出部署。中央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同志出席会议。2016 年第二
轮 11 个巡视组的组长、副组长、巡视组成员以及教育部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沈晓明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政治巡视重大意义，不断提高巡视工
作政治站位，正确把握政治巡视内涵，坚定不移贯彻中央
巡视工作方针，坚决把政治巡视要求贯穿巡视工作全过
程。要清醒认识当前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严峻形势，充
分发挥巡视监督利剑作用，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
为首要任务，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层层传导下去，把巡视
监督的责任压实到位。（下转第四版）

教育部党组召开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

深化政治巡视
坚决打好巡视全覆盖攻坚战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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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刊社“长征路上送教行”大型公益活动纪实

本报记者 蔡继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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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站★

会宁站★

延安站★

瑞金站★

李有毅
特级教师、北京十二中校长

钟樱
特级教师、成都市金沙小学
校长

夏昆
全国知名教师、成都市新都
一中教师

代养兵
清华大学附小骨干教师、校
办主任

卞蓉
成都市青羊区特殊教育学校
校长

小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