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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进行时

践行新思想谋划新作为
各地教育系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各地
教育部门陆续召开学习党的十九
大精神会议，对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作出总体部署，掀
起了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上海：
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气
腾腾传递
“今天我作为书记跟大家一起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我
更想以与会代表的身份说一说切
身的体会。
”
在 10 月 31 日举行的上
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中心组（扩大）
专题学习会上，党的十九大代表、
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虞丽娟说。
会上，虞丽娟作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当好新时代排头兵先行
者》主题发言。虞丽娟说，十九大报
告视野开阔、思维超前、内涵深刻、
亮点纷呈，令她感受尤其深刻的
是，报告勾勒了补齐民生短板、促
进社会公平的美好蓝图，教育的基
础性和先导性地位得到凸显。上海
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市教委副
主任高德毅说，上海教卫系统要精
心组织十九大精神分层分类宣讲
活动，鼓励高校建立校级宣讲团，
推动十九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
头脑。同时，开展专家研讨会，组织
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师进行集体备
课，组织高校思政课拔尖教师举办
十九大精神巡回教学展示，并针对
大中小学生特点举办相关主题教
育活动。

湖南：
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热潮
10 月 30 日下午，湖南省教育

厅、省委教育工委召开传达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大会，党的十九
大代表，湖南省教育厅党组书
记、厅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肖
国安作传达辅导报告。他要求，
全省教育系统要把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热潮，让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省教育
战线落地生根，奋力谱写建设教
育强省、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壮丽
篇章。
肖国安要求，学习贯彻十九
大精神，一要学得深、悟得透、
用得好。要层层组织传达学习，
第一时间把十九大精神传达给党
员干部。二要进教材、进课堂、
进头脑。推动高校及时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
入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
内容，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努力推出一批高质量、有深度、
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三要见行
动、出实招、求实效。要以“永
远在路上”的恒心和韧劲推动教
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要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
要抓紧做好筹备召开推动城乡义
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现场会、研究
制定高校“双一流”建设具体方
案、联合相关部门加快推进中小
学教师核编工作等当前重点工
作。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甘肃省
委、省政府有关会议精神。
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
记，省高校工委书记王海燕强
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是当前和今后工作的首要政治
任务，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
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准确把
握党的十九大精神实质和丰富
内涵，切实推进全省教育事业
平衡充分发展，为实现教育现
代化奠定扎实基础，努力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王海燕要求，
全省教育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认真贯
彻落实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要统一思想，以新的理论指
导教育发展，始终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始终坚持办好人
民满意教育的根本目标，因时
而进、因势而新。要站在新的
历史方位，用历史的、比较的、
动态的和辩证的视野审视教育面
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浙江：
对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作总体部署

10 月 27 日，浙江省委教育工
委、省教育厅召开十九大精神传
达学习会，党的十九大代表、省
委教育工委书记何杏仁传达学习
十九大精神。
何杏仁强调，要全面贯彻中
甘肃：
央和省委要求，迅速掀起全省教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育系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热
10 月 31 日，甘肃省教育厅、 潮。具体包括：立即制订下发文
省高校工委召开学习宣传贯彻党 件，对全省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
的十九大精神工作部署会，传达 彻 党 的 十 九 大 精 神 作 出 总 体 部

署。组织好省领导到高校作十九
大精神报告的宣讲会，委厅领导
到对口联系高校和设区市教育局
开展十九大精神宣讲。召开高校
思政理论课骨干教师研讨会，专
题研究如何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
教材、进学生头脑。组织高校社
会科学理论骨干加强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
论研究，并作出全方位的理论阐
释。将十九大精神纳入“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委厅机关和直属
单位每个党支部开展以学习十九
大精神为主题的党日活动，支部
书记要上一次十九大精神党课，
每位党员干部要谈学习体会。分
期分批对高校中层领导干部、思
政课教师和哲学社会科学教师以
及其他专任教师进行专题培训。
对中小学教师要通过教师专业发
展培训平台，把十九大精神纳入
专业发展培训。

想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三要深
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思想、新理论、
新举措。四要结合教育实际，学深
学透，贯彻落实到位。五要把学习
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头等大事抓紧抓好。

青岛：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践行新思想谋划新作为

10 月 26 日，青岛市委常委，
市委高校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
委书记、局长邓云锋主持召开青
岛市教育局党委、青岛市委高校
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 专
题研讨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大开幕式上所作的
报告。
邓云锋强调，全市教育系统
党员干部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和使命感，在学习宣传和贯彻落
实十九大精神上提升新动力。局
领导干部和局属各级单位领导班
山东：
子成员要带头学习，做到先学一
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 步、深学一层，发挥好以上率
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下、示范引领作用，力求学深学
10 月 27 日 上 午 ， 十 九 大 代 透、融会贯通，努力做到忠诚、
表，山东省委高校工委书记，教 干净、担当。机关干部要发挥表
育厅厅长、党组书记左敏主持召 率作用，把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开厅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 作为提振精神、开创工作新局面
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委工作部署， 的强大动力。特别是基层党组织
研究山东省教育厅学习宣传贯彻 和机关党支部不仅要原原本本学
落实十九大精神工作。
习十九大报告精神，还要结合工
针对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作实际认真反思，谋划工作，让
大精神，左敏提出五项要求：一 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充电、在
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党的 精神上补钙、在工作上加油。
十九大召开的划时代意义。二要学
（统稿：记者 易鑫 采写：
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 记 者 董 少 校 阳 锡 叶 尹 晓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军 蒋亦丰 魏海政 孙军）

警惕！儿童玩具指尖陀螺隐患多
记者来信
编辑部：
前段时间，小小的牙签弩搅得
中国家长不得安生，近日，澳洲一
名 11 岁男孩因玩指尖陀螺擦伤眼
角险些失明的新闻又引起了家长
们的普遍关注。郑州市管城区市民
高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无意中把玩
儿子的指尖陀螺，发现金属叶片边
缘锋利，确实存在割伤人的危险。
记者走访郑州市多所小学，发
现学校附近不少店铺在销售指尖

陀螺。陀螺形状扁平，玩家捏住中
间的轴承，拨动叶片后可使其在手
中空转。一名小学五年级学生说，
班上男生几乎人手一款指尖陀螺，
而自己买了三种不同款式。
网络信息显示，指尖陀螺于
2016 年从美国兴起，进而风靡全
球，宣称可以疏解焦虑、缓解压
力，甚至可以帮助戒烟。由于存
在安全隐患，这款玩具曾被美国
消费者监督组织“世界反对危险
玩具”列为头号危险玩具。
记者注意到，浙江宁波慈溪
检验检疫局综合技术服务中心曾

忘深情。
1937 年 11 月 1 日，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联
合组建国立长沙联合大学。一个月
后，因形势所迫，全校师生继续向
西迁徙，最终于 1938 年 4 月 2 日在
云南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近 200 位顶
级学者、专家云集昆明，学生们则
以抗日救国之心勤奋学习，负担起
天下兴亡。在不到八年的短暂“生

对市场上部分指尖陀螺进行检
测，结果显示，指尖陀螺主要存
在三大安全隐患：一是边缘锐
利；二是小零件极易脱落，可能
被儿童误食；三是增塑剂超标，
会影响人体健康。
对此，我们一方面呼吁相关
部门要对此类玩具的生产和销售
加强管理，最大程度避免安全隐
患；另一方面，也提醒广大家长
加强对低龄儿童的监护，注意选
择购买具有“3C”认证的玩具，
同时防止吞咽误食等事件发生。
本报记者 张利军

涯”中，西南联大培养了 8000 名毕
业生，走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
“两
弹一星”功勋专家和 160 余位两院
院士，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
中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我们纪念西南联大，就
是要继承和发扬西南联大的爱国
精神、办学传统和学术精神，更
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肩上担负的
历史责任。”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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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干部国防教育和
学生军事训练工作专题研修班开班
本报讯 （记者 董鲁皖龙）
为加速推进学校国防教育和学生
军事训练工作创新发展，促进军
民融合深入展开，第 14 期教育
行政部门领导干部国防教育和学
生军事训练工作专题研修班近日
在空军指挥学院开班。121 名来
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
（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体卫艺处分管国防教育和学生
军事训练工作的负责同志及有关

高职 （专科） 院校副校级以上领
导干部“建连住班”入驻军校，
进行为期一周的专题研修。
研修采取“理论授课与交流
研讨相结合、课堂与现地教学穿
插进行”的方式展开，一周时间
里，参训学员将认真研读相关政
策法规，学习前沿军事理论和国
防知识，探讨新形势下加强改进
学校国防教育和学生军训工作组
织领导的对策措施。

青岛幼儿师范学校向西藏
日喀则中小学赠 《中国教育报》
本报青岛 11 月 1 日讯 （记
者 孙军） 今天，青岛幼儿师
范学校出资向西藏日喀则地区
中 小 学 捐 赠 120 份 2018 年 度
《中国教育报》。青岛市教育系
统向西藏日喀则市中小学和教
师捐赠 《中国教育报》 活动至
今已持续 11 年。
青岛幼儿师范学校校长王
治玉说，《中国教育报》 是教育
工作者的“娘家报”，向日喀则
中小学捐赠 《中国教育报》，旨
在为边远地区中小学教育改革
创新提供前沿思想、专家指
导、智力支持和典型经验。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第一中
学校长边巴旺堆代表受赠师
生，感谢青岛市教育系统对桑
珠孜区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
持。他说，《中国教育报》 是一
份政策性、专业性很强的报
纸，在介绍国家教育方针政
策、国内外有益经验，推进教
育教学改革等方面有着重要作
用。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 《中
国教育报》，进一步提高教育管
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把它
作为广大师生促进工作、提高
学习水平的得力助手，认真学
习、潜心研究、汲取精华。

《中国教育报》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公示名单
根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关于 2014 年换发新闻记者证
的通知》（新广出发[2014]59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新闻
记者证申领核发工作检查的紧
急通知》（新广出发[2014]111
号）、《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
等要求，我编辑部已对申领记
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

核，现将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
名单进行公示。举报电话：
（010） 82296600。
李丹、李萍、李澈、唐
琪、董鲁皖龙、焦以璇、杨国
营、刘盾、徐倩、常晶、方梦
宇、周洪松、俞路石
中国教育报编辑部
2017 年 11 月

把握主要矛盾实现新跨越

西南联大建校 80 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本 报 北 京 11 月 1 日 讯 （记
者 柴葳） 今天上午，西南联合
大学建校 80 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
大学举行，90 余位西南联大老校
友齐聚燕园。“西南联大对我的一
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是我心目
中民族精神的堡垒。”作为西南联
大年龄“最小”的毕业生，88 岁
高龄的西南联大 1945 级校友、全
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珮云
讲述了自己对西南联大岁月的难

校对：
刘梦

小小环卫工
近日，河北省新乐市西长寿小学的学生帮助环卫工人打扫街道。
为了让学生体验环卫工人的辛苦，养成讲文明、讲卫生的好习惯，该
校组织小志愿者走上街头，和环卫工人一起劳动。
贾敏杰 摄

（上接第一版）
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反映到教
育上，就是人民群众接受更好教
育的需要与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均
衡的矛盾。
因此，
教育发展应注重
满足需求、促进公平、提高质量，
就是要解决从“有学上”到“上好
学”
这个问题，
让人民享有更好更
公平的教育。
同时，解决新的主要矛盾亟
须教育领域培养一流的改革建设
英才，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多
样化需求。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
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
途径，
也是破解新的主要矛盾、
逐
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治
本之策。广大教育工作者要深刻
认识党中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阶段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重
要战略意义，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
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解决
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提供重
要的战略资源。
同时，
我们要回应
党和政府的关切，
满足不同群体、
不同职业、不同条件的群众教育
的多样化需求，
按照保基本、
补短
板、促公平的理念推动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发展，扩大普惠性学
前教育、
办好特殊教育，
普及高中
阶段教育、
提高职业教育水平，
实
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事业。
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党的十
九大对新的主要矛盾的这一重大
政治论断，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
贡献更大的智慧和力量。教育战
线要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深入研
究新的主要矛盾涉及的方方面
面，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人与自我的关系上提出新思考新
见解，
发挥好智库作用，
为解决新
的主要矛盾献计献策。
同时，
教育
工作者都要自觉成为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宣传者和践行者，原原本
本、扎扎实实地将新的主要矛盾
的相关内容传授给学生，
做好
“三
进”
工作，
让中央精神在每一所学
校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共产党人既是新的主要矛盾
的揭示者，也是破解矛盾的伟大
实践者。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锐意前
行、携手并进，取得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新胜利，向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进军，为更好地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阔步前进！

·公告·

人民教育家论坛—高品质高中发展现场研讨会公告
高中新课程方案与新课程标准即将
一、会议主题：
公布，指向学生关键能力发展和促进高
中转型发展、优质发展、内涵发展、特 高品质高中发展之路
色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
二、组织单位：
江苏省致力探索高中优质特色发展路
径，形成了以课程基地建设促动、前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家
瞻性教学改革项目带动等一系列问题
研究院、江苏教育报刊总社
解决方案和实施操作方法，涌现了以 承办单位：江苏省校本课程开发研究所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为代表的一批高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品质示范性高中，在全国产生了广泛
北京中教鸿兴文化传媒有限
影响。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的课程建
责任公司
设 成 果曾荣获国家教学 成 果一 等 奖 ，
无锡融一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促进学习的评价、学科组专业化建设
三、会议时间：
等成果连续三次获省教学成果特等
奖，6 大省级课程基地覆盖所有学科， 2017 年 11 月 3 日—11 月 5 日
“江苏高中未来教室”项目引领发展。
四、报到时间：
应全国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学校
的要求，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家 2017 年 11 月 3 日 08:00—20:00
研究院与江苏教育报刊总社一起，于
五、报到地点：
2017 年 11 月 3 日至 5 日，在江苏省锡
山高级中学举行现场研讨会，聘请国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内 专 家学者与著名校长，开坛 报 告 ， （所有参会人员须到此地点核对报名信
交流观摩。
息、领取会议资料）

叶翠微 原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校长、
员会委员、
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
海亮教育集团总校长
杨向东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翟小宁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院长、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所长
朱建民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校长
校长论坛 （10:00-12:00）（按首字母排序）
七、会议日程：
11 月 4 日下午 （13:00-17:30）
贾金元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11 月 4 日上午 （08:30-12:00）
参观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六大省级课程 王明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长
开幕式 （08:30-09:10）
基地 （13:00-15:00）
王佩东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主题一 《高品质高中的内涵特征与发展 主题二 《高中课程改革及课程基地建设 夏青峰 北京市朝阳区教委副主任、北
路径》
经验分享》
京中学校长
嘉宾报告 （09:10-10:10）
嘉宾报告 （15:00-16:30）
11 月 5 日下午 （13:00-17:00）
曹志祥 教育部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
朱卫国
江苏省教育主管部门领导
主题四 《高中学科建设与学科领袖培
中心主任，
原教育部门基础课程 课程基地建设经验分享 （16:30-17:30） 养》
教材发展中心副主任、
教育部门 淮阴中学 江苏省航空航天特色课程基地 专家报告 （13:00-14:00）
基础教育系统办公室主任、
高中 南菁中学 江苏省中学美育课程基地 马 斌 江苏省教育主管部门基础教育
处处长
苏州十中 江苏省诗歌教育课程基地
负责人
杨银付 教育部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 泰州中学 江苏省数学学习体验课程基地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专场经验分享
主任
新海中学 江苏省中学生命化语文课程基地 （14:00-17:00）
杨九俊 江苏省教育学会会长
11 月 5 日上午 （08:00-12:00）
报告人：唐江澎及其团队成员
校长论坛 （10:10-12:00）（按首字母排序） 主题三 《指向关键能力发展的教学与评 点评人：（按首字母排序）
董君武 上海市市西中学校长
价改革》
刘信生 兰州中学校长
冯志刚 上海中学校长
嘉宾报告 （08:00-10:00）
王红军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副校长、
王殿军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成尚荣 原江苏省教科所所长、
教育部门
国际部首任主管校长
王 洋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校长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委 王淑芳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校长

六、会议地点：

张建国 青海湟川中学校长
（所有嘉宾以实际到会为准）

八、报名方式
电话报名咨询：
韩老师：010-82296430
张老师：010-82296427
房老师：010-82296889

18519866308
13269619161

九、会议费用
会议费用包括会务费，会议资料，
会议两天的午餐和晚餐，其他食宿自理
（详情请扫描会议信息二维码）

参会回执表二维码

会议信息二维码

会场容量有限，参会以实际到款为
准，报名从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