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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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0 日至 21 日，湖南省
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和 14 位市

（州）长、122位县（市、区）长，齐刷
刷 来 到 湘 南 一 个 县 级 市 —— 资
兴，召开全省县域内城乡义务教
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现场推进会。
这是湖南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对教育工作作出重要部署
的一次会议。

会前，湖南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对此项工作
作出了批示。教育部副部长朱之
文、湖南省副省长向力力出席会
议。

两天时间里，湖南省、市、
县三级政府主要负责人，走进资

兴市的城乡学校，就如何推进县
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
展的主题一路参观、一路思考、
一路讨论，当起了“学生”。21日
上午，许达哲在会上讲话。大家
表示，这是一堂生动的学习贯彻
落实十九大精神的“教育课”。

“昨天晚上十点半，我拿起党
的十九大报告，又重读了一遍。”
许达哲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建设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明确
要求“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发展”。“我们要坚决贯彻党的十
九大关于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战
略部署，把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作为重中之重。”许达哲提

出，到 2020 年，湖南 90%以上的
义务教育学校必须基本建成标准
化学校。

“去年，我在通道县恭城书院
看到一副对联，上联是：小学毕
业的一定要升中学，中学毕业的
一定要上大学；下联是：家境富
裕的固然要升学，家境贫困的也
要想方设法升学。”许达哲笑着
说，80 年前一个偏僻县城的对联
都 号 召 重 文 重 教 ， 更 何 况 现 在
呢？“不久前省政府常务会研究了
治水修路的问题，也研究了办学
的问题，我当时说：治水修路很
重要，办学兴业更重要。”

针对目前湖南义务教育“城

镇挤”“乡村弱”的二元结构矛
盾，许达哲说，必须正视现实，
高 度 重 视 农 村 办 学 条 件 薄 弱 问
题，想办法解决乡镇以下学校运
动场地、实验室和功能教室配置
不齐等问题，想办法解决农村学
校生源减少、城镇学校大班额比
例高的问题，想办法解决农村教
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问题，让
城乡群众一起拥有更多的教育获

得感和幸福感。
在会上，许达哲对市 （州）

长、县 （市、区） 长们说，要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解决好5
个问题：解决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和
规范办学的问题；解决有学上、上
好学的问题；解决有人教、能教好
的问题；解决贫困代际传递的问
题；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
问题。 （下转第三版）

湖南把“课堂”搬进县级市，14个市州长、122个县市区长当“学生”——

一 堂 特 别 的“ 教 育 课 ”
本报记者 阳锡叶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24 日
电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与法
国外长勒德里昂作为机制双方
主席24日在京共同主持中法高
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

刘延东指出，中法高级别
人文交流机制成立 4 年来，两
国人文交流持续保持高水平运
行，覆盖范围从教育、科技、
文化、卫生、媒体等 8 个领域
逐步拓展到10个领域，取得了
180 余项丰硕成果，为推动新
时期中法关系持久健康稳定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刘延东表示，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强调促进和
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
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她
强调，当前中法关系处于历史
最好水平。希望中法双方全面
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从夯

实世代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出
发，推动科技创新合作，打造
教育、体育、青年、旅游等人
文交流新品牌，挖掘历史文化
资源，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不
断为中法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
力，让中法友谊参天大树根深
叶茂、硕果累累。

勒德里昂表示，法中两国
具有强劲文化底蕴和活力，都
将文化视为民族精神的核心。
法方愿本着开放和相互尊重的
精神，与中方深化人文交流与
合作，使法中友谊万古长青。

会议期间，刘延东和勒德
里昂共同签署联合宣言，见证
签署相关领域合作文件，并共
同出席首届 CGTN 法语大赛颁
奖仪式、中法高层次应用型人
才培养合作论坛、中法地方合
作成果展等配套活动。

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
机制第四次会议举行
刘延东副总理与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共同主持

本 报 北 京 11 月 24 日 讯
（记者 焦新） 针对近期多地发
生幼儿在幼儿园受到侵害事
件，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
公室今天印发紧急通知，部署
立即在全国开展幼儿园规范办
园行为专项督导检查，要求有
效减少类似事件发生，确保广
大幼儿的身心健康。

通知指出，近期多地发生
幼儿在幼儿园受到侵害事件，
影响恶劣，给受害幼儿及家庭
造成重大伤害，后果十分严
重。这些事件的发生，反映出
一些地方和幼儿园仍然存在管
理不善、制度不落实、执行不
到位的现象。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要高度重视学前教育工作，
加强对幼儿园的管理和师德师
风建设，牢固树立育人为本，
促进幼儿健康成长的教育目
标，把每一所幼儿园办成幼儿
快乐成长的乐园，让家长安
心、群众满意、社会放心。

通知要求，各地要按照《未
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幼儿
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

和《幼儿园规范办园行为督导评
估办法》有关要求，立即组织开
展一次全省范围的幼儿园办园
行为专项督导检查，重点检查师
德师风建设情况，及时发现问
题，进行整改。对幼儿园伤害幼
儿等恶性事件，坚决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坚决防止幼儿园伤害
幼儿事件的发生，切实保障幼儿
安全健康。

通知强调，各地教育行政
部门和幼儿园要进一步加强幼
儿园风险管控，强化准入管
理，强化技术手段监管，形成
常态化监管工作机制。建立和
完善幼儿园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问责机制，明确相关责任，对
因管理不到位造成重大事故或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要依法
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通知要求，各地要建立幼儿
园办园行为常态监测机制，及时
了解幼儿园办园行为和基本运
行情况，按要求报送相关数据信
息。特别是对重大事件要妥善
处理，及时上报，保障幼儿园
不断规范管理，健康发展。

国务院教育督导办紧急部署

立即开展幼儿园专项督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中国教育报刊社大型公益活动中国教育报刊社大型公益活动

走进阜平走进阜平宣讲行宣讲行宣讲行···送教行送教行送教行

保护好儿童，是不容突破的底线
➡ 详见第二版➡➡

本报阜平 11 月 24 日讯 （记
者 刘博智 周洪松） 为推动教
育战线进一步学习好、宣传好、
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把教育
部部长陈宝生提出的“学起来、
教起来、传起来、研起来、干起
来、实起来”工作要求落到实
处，今天，中国教育报刊社组织
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宣讲行送教行”大型
公益活动，首场活动走进位于太
行山区的河北省阜平县。

此次大型公益活动通过邀请
教育战线党的十九大代表、名校
长、名师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考
察过的、特别关心的连片特困地
区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教
育改革发展形势和任务，传授先
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

阜平县是山区、贫困地区，也
是革命老区，这里的人民为中国革
命的伟大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2012 年 12 月 29 日至 30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阜平考察扶贫工作时
明确提出：“治贫先治愚。要把下

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
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下
一代要过上好生活，首先要有文
化，这样将来他们的发展就完全不
同。义务教育一定要搞好，让孩子
们受到好的教育，不要让孩子们输
在起跑线上。古人有‘家贫子读
书’的传统。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
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

阜平县县长刘靖告诉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拉开了阜平
扶贫攻坚战的序幕。这 5 年，阜
平投入 33 亿元，教育领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硬件条件补齐
了，软件的短板凸显了。这次宣讲
团的到来，为全县中小学校长、教
师带来了专业上的指导、精神上的
引领、思想上的震撼，必将为阜平
教育事业吹来一缕清风。”

（下转第三版）

中国教育报刊社“宣讲行送教行”首站走进阜平
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传授先进教育理念和方法

十九大代表、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为阜平中小学校长、教师作报告。 本报记者 张劲松 摄

十九大精神在太行深处传响
——中国教育报刊社“宣讲行送教行”大型公益活动走进阜平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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