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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达峰接见 2018 港澳
教育界国庆访问团

用奋斗成就复兴伟业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九周年
人民日报社论

祝福您 亲爱的祖国

时间的年轮，刻印下奋斗者
的足迹。当十月的阳光照耀大
地，我们迎来了人民共和国 69 岁
华诞。从北国山麓到南海礁屿，
从西部高原到东方沃野，亿万中
华儿女满怀光荣与梦想，肩负使
命和责任，在复兴之路上意气风
发、矢志前行。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逐梦航
程劈波斩浪。过去一年，人民共
和国编年史写下崭新一页。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我们开启了决胜全面小康新
征程。主要宏观指标处在合理区
间，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稳中向
好态势；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提出扩大开放四大举措，改
革开放春潮澎湃；博鳌亚洲论
坛、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大国外交举世
瞩目；脱贫攻坚加力推进，污染

防治力度空前，人民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瞩望
神州大地，新时代展现新气象，
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改革发展欣
欣向荣，伟大的祖国生机勃勃、
基业长青。
一些重要的节点，标注时间
的分量，确立前行的坐标。1949
年 10 月 1 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
北京上空冉冉升起。经历了近代
以来 100 多年苦难斗争的中国人
民，迎来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朝
阳。69 年辉煌历程，我们在一穷
二白的基础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
画；40 年改革开放，我们彻底摆
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日益走近
世界舞台中央。“忆往昔峥嵘岁月
稠。”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缔
造了新中国，让伟大的祖国告别
了贫穷和落后、走出了悲怆和屈
辱，一个充满生机的中国，一个
充满希望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
界的东方。中国的发展成就，是
党带领亿万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
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顽强
拼搏、接力奋斗创造的。我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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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祖国而自豪，为伟大的人
民而自豪。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
也是艰辛的、长期的。今天，中
国正处于历史的关键路口。向内
看，改革行进深水区，发展进入
关键期，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亟待
突破，打赢三大攻坚战时不我
待，完成各项任务只争朝夕；向
外看，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
大调整时期，逆全球化思潮、贸
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带来新的
不确定性。“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方此之时，我们必须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以坚定的自信、卓绝的
智慧、无畏的勇气，满怀信心踏
上新征程，不懈奋斗夺取新胜
利。
让我们满怀激情，以奋斗拓
展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
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
民的奋斗和创造。拥有悠久历史
的文明古国，在这条道路上焕发

出新的蓬勃生机。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中国道路越走越
宽，社会主义优越性愈发彰显。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行动指南，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齐心
协力、共同奋斗，我们就一定能
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写下国家和
民族发展的时代华章。
让我们满怀激情，以奋斗推
进改革伟业。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来，我们闯出了一条
新路、好路，实现了从“赶上时
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
越。今天，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
更加明确、价值取向更加鲜明、
方法路径更加清晰、胸怀视野更
加开阔，这都意味着我们完全有
能力以更高质量推进改革伟业。
我们要立足新的时代条件，打开
新的发展空间，闯出新的改革天
地，坚定不移地继续走好这条正
确之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
把人民共和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
强。
让我们满怀激情，以奋斗成

就时代光荣。没有“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精神，就没有新中国 69
年的沧桑巨变；没有“杀出一条
血路”的气魄，就没有改革开放
40 年的辉煌成就。今天，我们仍
在赶考的路上，历史的契机等待
我们去把握，光荣的使命等待我
们去完成。实干才能成就伟业，
奋斗才能梦想成真。唯有不驰于
空想、不骛于虚声，保持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态，才能让中国的发展铺展开
更加壮美的时代画卷。
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力探
索、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
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中推进。虽然我们已走过万
水千山，但仍需要不断涉水跋
山；虽然我们已战胜重重困难，
但仍需要不断攻坚克难。让我们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书写时代伟业，
创造美好生活，为我们伟大的祖
国不懈奋斗，携手走向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新华社北京 9 月 30 日电

本 报 北 京 9 月 30 日 讯 （记 者 刘 博 智） 今 天 下
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2018 港澳教育界国庆访问团。这是应教育部邀请，港
澳教育界连续第 15 次联合组团参访内地。访问团团员
由港澳教育官员、中小学校长、优秀教师、教育团体领
导等 210 人组成，访问团还在北京市、山东省进行了参
访交流。
蔡达峰介绍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特别是教育领域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肯定了广大
港澳同胞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蔡达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不仅为内地教育事业谋划了蓝图，更为港澳教
育事业融入国家大局、实现创新发展指出了方向。他勉
励港澳教育界人士做好新时代爱国爱港爱澳人才的培养
工作，为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港澳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出席并主持接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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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编制校园“小微权力”清单
本报讯 （记者 蒋亦丰） 日前，浙江省教育厅出台
加快建设“清廉学校”的指导意见，对学校治理、师德
师风、学业管理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中特别
强调要把各类“小微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意见明确，各级各类学校要梳理编制“小微权力”
清单，规范教育、管理、服务各个环节的标准和要求，
坚决清除学生和家长有苦说不出、敢怒不敢言的“眼中
钉”
“心头痛”。在日常教学中教师要公平公正对待每一
名学生，
不能给学生贴上分数标签。要明晰班主任职责，
规范班主任行为，
防止利用家长群等谋私利、夹私活。坚
决遏制
“家长作业”
和家长辅导作业负担过重的倾向。规
范各类评比表彰和奖惩制度，
让奖惩体现公平正义。
同时，意见强调要严格各学段的学业管理，淘汰
“水课”，打造“金课”。全面取消高校的“清考”制
度，改变轻轻松松就能毕业和毕业率过高的情况。建立
健全考试试卷和毕业设计 （论文） 抽检制度，鼓励学校
实施学生作业“查重”办法。

福建：

严禁中小学教材夹带商业广告

▲9 月 26 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科达小学二（5）班师生开展“我和国旗
合个影”
主题教育活动，
庆祝新中国 69 岁华诞。
刘智峰 李江涛 摄

▼9 月 28 日，江苏省镇江市解放路幼儿园的
小朋友载歌载舞迎国庆。
石玉成 张璐 摄

本报讯 （记者 龙超凡） 福建省教育厅近日下发通
知，中小学教材严禁夹带任何商业广告，一律不得出现
提供额外教学教辅资料的各类链接网址、二维码、教辅
APP 等信息。各地不得以校本教材替代国家课程教
材，更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福建要求，义务教育 《音乐》 等 9 种教科书，继续
实行循环使用管理。各地各校应根据循环教科书破损情
况和学生数变化，按照实际需求补充征订，但原则上补
征订数不超过义务教育学校实际在校生数的三分之一。
有关设区市免费提供的 《福州地理》 等地方课程教科
书，所需经费由设区市财政自行承担，严禁向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收取课本费。
福建强调，
对于进校教辅材料征订，
各地必须严格执
行“一科一辅”和学生自愿订购的规定，严禁学校征订福
建省教育厅许可进校教辅目录之外的任何教辅材料。对
使用未经审定教材、选用地方课程教材但不组织开展教
学活动的地方和学校，将责令纠正、严肃处理。

天津：

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免试专升本

▼9 月 30 日，重庆水利电力
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国旗下留
影，
表达爱国情感。 陈仕川 摄

▲9 月 26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石湖
小学学生开展“我爱您祖国”主题教育活
动，喜迎国庆节。
刘泊 朱建永 摄

▼浙江省安吉县高禹小学学生在操场上摆
出“十一”
（左图）、
“ 爱国”
（右图）的造型，表达
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之情。
张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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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欣然）“能够获得免试专升本的
机会，我特别感激。”日前，在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首届专升本开学典礼上，新生王礼阳说。
王礼阳是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届毕业生，
在 2016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获得模具数字化设
计与制造工艺项目三等奖，并因此于今年获得了免试专
升本的机会。
参加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专升本开学典礼的 231
名新生中有 69 人是推荐免试生，他们和王礼阳一样均
为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以及天津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获得过奖牌的高职毕业生。由于在技能大赛中的出色
表现，他们无须参加专升本考试即获得了攻读本科的机
会。据了解，在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他们还将组成
“优秀选手班”被重点培养。
据介绍，
天津今年实施的这项新举措，
旨在打通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晋升通道，
给高职院校学生提供更多实现梦
想的机会，
同时也是对高职本科贯通培养进行的新探索。

▶国庆节前夕，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西藏班学生排
练藏族特色舞蹈，准
备国庆文艺表演。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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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普法与实践》读本
将走进中小学
本报讯 （记者 常晶） 9 月 29 日，人民法院出版社
在京举行中小学法治与社会读本 《青少年普法与实践》
战略合作签约活动。
活动中，人民法院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钱晓晨介
绍，该社基于最高人民法院丰富案例库资源及专业的法
律支持，联合辽宁教育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和中
港视（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单位，通过青少年法
治图书出版、法治进校园、普法教育基地建设等举措加
强青少年普法宣传工作，共同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
据了解，《青少年普法与实践》 读本及数字化内
容，主要根据中小学生的年龄与学习特点、学法用法的
需求，配以大量的案例和漫画，使普法教育与青少年的
生活实际有效衔接，进一步填补当前青少年阶段高质量
普法读本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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