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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写好教育奋进之写好教育奋进之笔笔

基层看 落实

“羊华，在学校习惯了吧？不
要灰心，努力点，会赶上的。”近
日，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中
学校长、党支部书记李荣胜又一次
找到因家庭原因间隔近两年才重新
回到学校读书的陈羊华，给他打
气，聊人生、谈理想。

这归功于“党建＋教育扶贫”
新举措，也是该县“党建＋教育扶
贫”工作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
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
脱贫”。江华县近年来发挥党员教
师示范引领作用，围绕让每所学校
焕然一新、让每位教师安心乐教、不
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办人民满意

教育的“党建＋教育扶贫”新举措，
1000 余名党员教师扑在移民工作、
移民学校建设、高寒山区易地搬迁
子女读书和教育扶贫中，全力进行
攻坚，江华教育扶出“坦途”。

“以党建为突破口，党员教师
思想上进、业务能力突出，尤其是
凝聚力进一步增加。”江华县教育
局党委书记、局长唐孝任说。

码市中学是江华县最偏远的乡
镇中学之一，家长大多外出务工，
留守学生占了80%以上，有些建档
立卡户的孩子因家庭贫因、厌学等
导致失学。

今年暑假，李荣胜决定发挥党
支部作用，组织学校党员教师、行
政班子对辖区内 29 个村 （社区）
及大锡乡 7 个村 （社区） 进行家访

和劝学。“这些建档立卡户的孩子
并不是因贫失学，都是因家庭、厌
学等导致的。要想劝回他们，难度
很大。”李荣胜坦言。但他下定决
心，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7 月 3 日，是江华中小学放暑假
的日子。李荣胜带领教师进村入户
家访，一方面了解学生放假的去向，
收集村民、村干部对学校的建议和
意见；另一方面对几个因厌学和家
庭原因而失学的孩子进行劝学。

在码市镇栗安村陈羊华的家
里，李荣胜了解到陈羊华的父母外
出打工，他与年迈的爷爷、奶奶一
起生活。受家庭的影响，他厌学辍
学两年。一次次沟通和保证，陈羊
华表示愿意重返学校。

“原本内向的孩子，通过一个

多月在学校的学习，变得阳光快乐
了！”陈羊华的母亲邓桂花说。

与李荣胜一样，江华县教育局
驻大圩镇心合村扶贫队长、第一党
支部书记汪祚凡也很忙，他走进村
里建档立卡户家庭，了解学生学习
和家庭情况。

2015 年，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
来，全县教育系统结合实际将党建
办、扶贫办合成办公，形成既抓党
建、又抓扶贫的局面。同时，中小学
派出精干的扶贫队长任帮扶村第一

书记，并把临时支部搬进村里，随时
解决扶贫过程中的难题、焦点问题
和贫困家庭子女读书的实际困难。

“全系统 1000 余名党员教师全
部与建档立卡户家庭进行了‘一对
一’结对子，除保证一户一策外，
还进行教育扶贫。”该县教育局党
建办、扶贫办主任林显春说。

赵小涛 （化名） 是江华县大圩
镇心合村里的建档立卡户，父母
双亡，住房倒塌，现寄住在伯伯
家。（下转第二版）

湖南江华千名党员教师一对一帮扶建档立卡户家庭——

教育扶贫乘上党建“快车”
通讯员 唐世日 本报记者 阳锡叶

本报 11 月 10 日综合消息 举
世瞩目的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连
日来，全国多地省委书记、省长走
进高校，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与
师生交流学习体会，学深悟透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切实增强学习宣传贯彻的自觉性、
坚定性，汇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
磅礴力量。

把握十九大精神的主
线和灵魂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日前来到
山东大学，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与师生交流学习体会。他指出，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主线和灵魂，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要始终坚持以这一科学理论统
一思想和行动，将其贯穿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

建设各方面。
刘家义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培养更多优秀人
才。广大教师要注重修身立德、注
重言传身教、处处为人师表，教育
青年学生热爱党、拥护党，报效国
家、回报社会。同学们要志存高
远、脚踏实地，发奋学习、拼搏进
取，勇于到基层一线、科研前沿经
受锻炼、增长才干，用青春和激情
拥抱新时代、拥抱美好的明天。

“同学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做新时代有理想、有本
领、有担当的青年。”11月9日，山东
省委副书记、省长龚正走进山东财
经大学。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脚踏实地、奋发进取，结合实际、找
准落点、真抓实干，确保党的十九大
重大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重点做到“四个深刻理解”
河南省省长陈润儿走进百年学

府河南大学，宣讲党的十九大精
神，与师生代表交流座谈。他强
调，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师生头脑、指引
人生方向。

陈润儿说，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重点要做到“四个深
刻理解”：深刻理解把握“新时
代”的政治论断，深刻理解把握

“新思想”的丰富内涵，深刻理解
把握“新目标”的战略部署，深刻
理解把握“新要求”的历史担当。

宣讲中，陈润儿与师生交流互

动。在回答关于“大学生应该怎样
成长成才”的问题时，陈润儿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青年兴则
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大学
是青年时期的一个关键阶段，未来
5 年既是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同学们完
成学业投身实践的人生交汇期，要

“珍惜韶华、敏于求知、勇于创
新、积极探索”，打开心智学习新
思想、张开双臂拥抱新时代、迈开
大步奔向新目标，在新时代书写新
的华章。

激励青年学生成就出
彩人生

吉林省省长刘国中来到长春理
工大学，就高校科技创新和思政课
进行调研，并与师生一起就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交流座谈。

这是吉林省在高校开展“走进师
生、说理话情”系列活动之一。

刘国中说，面向新时代，广大
青年学生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
托，成为不忘初心、信念坚定的新
生代，成为刻苦学习、励志图强的
排头兵，成为勇于创新、激情飞扬
的生力军，成为放飞梦想、追求价
值的奉献者，求新、求实、求变、
求强，在创新创造创业中一展身
手，成就出彩人生，书写灿烂华
章。

刘国中强调，高校是立德树人
的殿堂、创新创业的源头。要加强
思想政治教育，以十九大精神引领
高校建设，为吉林省建成科技创新
强省作出积极贡献。

（统稿：记者 余闯 采写：
记者 张兴华 魏海政 陈强 李
见新 陈帆波）

用新思想武装头脑成就出彩人生
省委书记省长到高校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进行时

秋风醉染东吴园，
秋雨带着丝丝清凉滋润
大地。苏州大学天赐庄
校区内的银杏叶被一场
秋雨打落，道路上初现

“金色地毯”，宛如充满
诗意的画境。

华乐 摄

秋 雨

园校美丽
征稿邮箱

mlxy@edumail.com.cn

学校体育美育是党的教育
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
府对体育美育工作的重视，可
谓一以贯之。

一些地方存在的学校体育
美育师资短缺现象，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学校体育美育工作的
开展。为有效缓解目前体育美
育专任教师短缺的现状，教育
部日前印发了 《学校体育美育
兼职教师管理办法》，为师资
短缺的地方尽快配齐体育美育
师资出了一个实招，有利于更
多更快吸收和利用社会各方师
资资源，推进学校体育美育工
作，更好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提高学生审美与人文素养。

这个 《办法》，体现的是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决
心和毅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再

次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毫无疑问，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必须重视、加强
和 不 断 改 进 学 校 体 育 美 育 工
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学校体育美育工作，国务院办
公厅分别于 2015 年 9 月和 2016
年4月下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
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和

《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
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对加
强和改进学校体育美育工作提
出明确要求。在党的教育方针
和有关政策措施的引领下，学
校体育美育工作取得了长足进
步，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尤其
是受师资力量的制约和片面追
求升学率观念的干扰，一些地
方的学校体育美育工作现状还

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这次出台
的 《办法》，为进一步改进提高
体育美育工作，提供了具体指
导和规范，可谓非常及时。

这个 《办法》 贴地气，可
操作性强，体现出了政策制定
者以问题为导向的务实精神。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
工作的意见》 和 《关于强化学
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
发展的意见》，都强调要“整合
各方资源”，以充实美育力量和
支持学校体育工作，并提出了
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其政策效
应也正在逐步显现出来。但近
年来，随着教育结构不断调
整，社会对教育公平和教育质
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对体育美
育的改革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集中体现在对教师队

伍 数 量 与 质 量 的 需 求 不 断 增
加。各地通过面向社会招聘、
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途径和方
式，为越来越多的体育美育兼
职教师服务学校打开了通道。
但目前一些地方体育美育兼职
教师队伍良莠不齐，已经到了
出台相应政策或管理办法的时
候，比如体育美育兼职教师的
选聘条件、聘任程序、日常管
理和工作保障等，都需要具体
规范，才能使体育美育兼职教
师的选聘和工作有据可循，有
规可依。

（下转第二版）

助力学校体育美育的务实举措
钟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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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10 日
电 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清华大学宣
讲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
国人民在推进理论创新、实践
创新、制度创新中开创的。投
身新时代、创造新作为，必须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不断
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坚定
性。

黄坤明强调，党的十九大
是一次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
义的历史性会议，最重要的成
果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
期坚持的指导思想，选举产生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党的十九大
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
略，规划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基础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时间表路线图，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
科学指引。

黄坤明在与师生互动交流
时指出，希望清华大学在推动
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
头脑上做深做实、走在前列，
希望老师同学们发扬优良传
统，坚守理想、担当使命、勤
学苦干、开拓创新，始终把双
脚扎根在中国大地和中国人民
之中，把奋斗融入到党领导人
民推进的伟大实践之中，用全
部智慧和力量奉献党、奉献祖
国、奉献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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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见新） 近日，河南出台高中阶段教育
普及攻坚计划，按照计划，到 2020 年，全省普及高中阶段
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92%以上，其中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毛入学率不低于85%。

本次攻坚的重点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国家和省
级扶贫工作重点县等教育基础薄弱、普及程度较低的地区；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残疾学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特
殊群体；普通高中大班额比例高、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比例
低、办学条件差、运转困难等突出问题。

河南将以实施国家教育基础薄弱县普通高中建设项目
和普通高中改造计划为抓手，集中力量支持集中连片特殊困
难地区、国家和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普通高中改扩建校舍、
配置图书和教学仪器设备以及体育运动场等附属设施建设。

河南攻坚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高中教育

著名幼儿教育家、中国学前教育学科奠基人卢乐山逝世

那个最爱孩子的老人去了
➡➡➡详见今日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