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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9 月 11 日 电
全国教育大会 11 日在北京闭
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并作总
结讲话。她强调，各地各部门
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大会精神作为当
前 的 重 要 任 务 ， 提 高 思 想 认

识，制定具体方案，确保党中
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孙春兰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系
统科学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理论体系，为做好新
时 代 教 育 工 作 提 供 了 根 本 遵
循。学习贯彻大会精神，最重

要的是深入学习领会、全面准
确把握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更好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孙春兰强调，要加强党对教
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正确的
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遵循教育规律，创新教学方

法，大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要稳步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补齐农村义务教育、学
前教育、职业教育等短板，推进
教育领域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
化。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教育投入的政策，更多向教

师倾斜，优化支出结构，为教育
改革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肖捷主持会议。中央组织部、中
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
育部、财政部、上海市、山东省、
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肃
省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全国教育大会在京闭幕
孙春兰出席并讲话

1952 年，北京，时任中央教育
部副部长曾昭抡正与爱徒谈心，希望
他到东北人民大学 （吉林大学前身）
去创办化学系。此时距他从美国回到
北京大学任教刚刚两年。爱徒毫不犹
豫，“我服从组织分配”。这一去，就
是30多年。

同年 10 月中旬，还有一位 20 岁
的年轻人，从温暖繁华的黄浦江畔启
程。他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然后又
转乘马车，一路向北⋯⋯从此就是一
生。

若干年后，不断有学校开出优厚
条件，邀请吉林大学化学学院女院士
去南方工作。她委婉地说，“我听老
师的”。直到今天，她还和她的老师
一道，留在东北，留在吉林大学。

他们是唐敖庆、徐如人、于吉
红。三代院士，听从祖国召唤，师生
接力、薪火相传，把人生中最美的年
华奉献给了祖国的科研和教育事业，
在遥远的东北写下一段动人故事。

新华社记者 孟含琪 摄

三代院三代院士写在东北的故事士写在东北的故事

①学生在吉林大学化学学院实
验室里做实验 （9月6日摄）。

②唐敖庆 （右） 和青年教师探
讨学术问题 （资料照片）。

③20世纪80年代，徐如人（左）在
指导研究生做实验（资料照片）。

④于吉红在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实验室里做实验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在金风送爽、秋色宜人的 9 月，我们迎

来了第 34 个教师节。在这个属于教师的节
日里，党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大会，体现了我
们党念兹在兹的教育情怀，彰显着一个文
明古国尊师重教、崇智尚学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
高度，深刻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
育事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深入分析了
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科学回答
了关系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几个重大问题，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工作作出了重
大部署，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
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是指导新
形势下做好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是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行动指南。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
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立德树
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教育改
革，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教育事业中国特色
更加鲜明，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教育方面
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我国教育的国
际影响力加快提升，13 亿多中国人民的思
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

这 5 年多来，我国教育事业之所以取
得显著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教育改革发
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九个坚持”：
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
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
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
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
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这“九个坚持”是我们党对我国教育事
业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来之不易，必须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新要
求。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教
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只有抓住机遇、超前布局，以
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对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计，
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
先手棋，才能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
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系统回答和解决“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
有用人才。（下转第二版）

办
好
人
民
满
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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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本报9月11日综合消息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
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
全国高校师生中引发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将认真学习领会和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培养勇担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
中鲜明提出“培养什么人”是
教育的首要问题，强调把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
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

在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
山看来，这一论述切中肯綮、
内涵深刻，要求我们必须抓住
人才培养核心关键，突出理想
信念，厚植爱国情怀，教育引
导学生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
相联系，把个人理想与民族复
兴相结合，听党话、跟党走，
扎根人民、奉献国家，实现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教育强则国家强。武汉大
学副校长周叶中认为，高校要

以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为己任，引导青年学子
设定置身于国家、民族的价值
坐标，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华北电力大学党委书记周
坚表示，将牢牢把握办学正确政
治方向，扎根中国大地，秉承“办
一所负责任大学”的理念，坚持
教育为“四为”服务，把立德树人
贯穿于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
材体系、管理体系中，努力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大会明确提出，要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要求加强劳动教育。

“非常必要、非常及时，有
很强的针对性。这有利于青年
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勤劳
勇敢、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
美德，增强集体观念，培养吃
苦耐劳的意志品德，端正价值
取向，牢固树立并深入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华大学
党委书记陈旭说。

“学校以劳动和工会为办学
特色，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具有独特优势。”中国劳动关
系学院党委书记屈增国说，将
发挥“劳动模范在校园，大国
工匠在身边”优势，加强劳动
教 育 ， 着 力 培 养 政 治 素 质 过
硬、劳动情怀深厚、专业功底
扎实、实践能力突出的高素质
应用型人才，为党的教育事业
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立
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
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
环节。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
委书记冯培看来，新时期全面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从顶
层设计上，把立德树人融入课
堂、教育教学、实践等各个环
节，在各个系统、领域上形成
合力，整合资源，形成互相依
托、共同支持、齐心育人的大
格局、大体系。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长王
永生认为，新时期贯彻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还需要了解
学生的特点和需求，把握、遵
循青年学子成长成才规律，持
续优化人才培养体系。

让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郑萼印象最深的，则是总书记讲

话中提出的“办好教育事业，家
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学校
正在打造家庭教育研究平台，
利用学科研究优势，开展家庭
教育研究、建立家庭教育数据
库、研发家庭教育课程等，引
导、树立正确家教观念，为基
础教育改革提供支持。”郑萼
说。

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朱炳
文表示，学校当前正处在加快推
进“双一流”建设和“部省合建”
新的历史机遇期，要以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守正进取、实干担
当，一定把这所极具民族和地区
特色的大学办好。

在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蔡中宏看来，解决
好“怎样培养人”的问题，高
校思政课教师具有特殊的重要
性。“作为思政课教师，最重要
的任务就是要努力提高自身素
质能力，特别是教学能力和人
才培养能力。同时，必须坚定
专业自信、学科自信、职业自
信和事业自信，在立德树人、

教书育人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蔡中宏说。

“要实现‘中国智造’的目
标，需要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高职院校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
我们要在总书记讲话指引下，转
变观念，致力于专业调整、课程
整合，培养面向未来需求的职业
技术人才。”上海东海职业技术
学院校长项家祥说。

打造师德高尚的一
流教师队伍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
明远表示：“总书记再一次强调
教育对建设强国的重要性，号召
全社会要尊重教师，我作为一名
教师感到无比幸福、无比自豪。”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总
书记讲要努力提高教师政治地
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我
再一次深深感到总书记的关怀
关爱和殷切期望，我们老一辈
教育工作者一定要发挥好自己
的 作 用 ， 带 好 新 人 ， 提 携 后
学，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更大
贡献。”西安交通大学 84 岁的
西迁老教授潘季说。

（下转第二版）

为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高校引发强烈反响

本报讯 （记者 龙超凡）
大学生申请了助学贷款而毕业
后无法履约还款，怎么办？对
此，福建专门建立了国家助学
贷款还款救助机制，解除学生
和家长想贷款而不敢申贷的后
顾之忧。

记者近日从福建省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获悉，该省今年已
正式启动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救
助机制，对因重大疾病或客观
原因确实无法偿还贷款的毕业
生进行救助。目前，全省已经
审核受理了11名申请救助的学
生，代偿金额达15.8万元。

为了帮助家庭经济困难毕

业生就业，助力如约偿还助学
贷款，福建还相应建立了高校
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补助
金制度。从今年起，福建对建
档立卡等应届毕业生每人给予
一次性2000元就业补助。截至
目前，已有6563名毕业生获得
了该项补助。

此外，福建各高校今年暑
假还广泛开展“家校关怀万里
行”活动，派出743个家访小组，
走访慰问了 4226 个贫困家庭，
大力宣传福建建立国家助学贷
款还款救助机制等资助政策，实
现从家门口“接一程”到校门口

“送一程”的全程贯通。

福建启动助学贷款还款救助机制
发放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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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三版➡➡

让中职生有更多人生出彩机会
——记海南省商业学校教师卢桂英

【走近2018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⑦】

“教育的真谛
是心与心的交流，
我珍惜每一次和学
生坦诚交流的机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