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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
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深刻阐明
了教育工作的地位作用、根本
保证、根本任务、职责使命和实
践要求，科学回答了在新时代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特别是
用“九个坚持”梳理概括了党的
十八大以来教育改革发展提出
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
点，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
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
重要论述，具有极强的理论性、
政治性、战略性，是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
合的重大理论结晶，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新时
代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
献。安徽省委第一时间召开省
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把握精髓要义，坚持学思践悟，
切实把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
地位，全力推动新时代安徽教
育工作迈上新台阶。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

导”的重要部署，始终把加强党
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教育是国
之大计、党之大计。安徽省委从
树牢“四个意识”、强化“两个
维护”的政治高度，建立健全党
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
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使
教育领域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
强阵地。坚定正确办学方向。坚
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扎实推
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学术、进学科、进课
程、进培训、进读本，深化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
育，确保教育事业始终沿着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前进。党的十九大
之后，安徽在全省开展大学习、
大宣讲、大培训、大调研、大落
实、展现新气象新作为活动，在
教育系统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领航计
划，开展“学习新思想千万师生
同上一堂课”活动，巡回授课

100 余 场 ， 11 万 人 次 现 场 听
课，150 万人次观看直播。坚决
抓好党的建设。把抓好学校党建
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功，大
力实施“基层党建质量提升攻坚
行动”，建立健全坚持和加强党
的领导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
工作机制，形成落实党的领导纵
到底、横到边、全覆盖的工作格
局。加强公办高校巡视工作，组
织被巡视的 80 所高校 5247 个基
层党组织开展“管党治党宽松软
问 题 ” 专 项 治 理 ， 排 查 问 题
2342 个 ， 落 实 整 改 措 施 6278
项，新建和修订制度 2177 项。
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严格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哲学社
会科学课堂、报告会、研讨会、
讲座、论坛、网络新媒体等管
理，加强学校社团、校友会管
理，建立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联系
学校制度，推进领导干部到学校
调查研究、上讲台作报告、解决

实际问题制度化、常态化，牢牢
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导
权、话语权。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部
署，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
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什
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们
要把立德树人贯穿到教育工作的
各领域、各环节，构建德智体美
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强化德
育工作。切实加强理想信念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党史国史教
育，加快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的大中小幼一体化德
育体系，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循序
渐进、由浅入深、有机衔接。特
别是深入开展“道德模范与身边
好人进校园”活动，通过事迹短
片、情景讲述、文艺节目、现场
网络互动等形式，展现好人模范
的感人事迹，教育引导广大青少

年向上向善，目前已在安徽大
学、合肥工业大学举办了两场，
在线人数突破230万人次。强化
创新思维。把创新教育贯穿教育
活动全过程，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增强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
鼓励学生善于奇思妙想并努力实
践。强化体育锻炼。树立健康第
一的教育理念，把体质健康和运
动技能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重
要指标，开齐开足体育课，切实
解决“小胖墩”“小眼镜”等影
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
尤其是以大力发展校园足球为引
领加强学校体育工作，依托省属
高校率先成立 3 所足球学院，建
成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体系，每年

参赛学生 50 多万人次。强化美
育工作。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
人，配齐配好美育教师，开设丰富
优质的美育课程，因地制宜开发
和利用黄梅戏等地方戏曲、徽文
化等地方美育资源，提高学生审
美和人文素养。强化劳动教育。
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加强社会实
践基地建设，通过课程教学、校内
劳动、校外劳动、家务劳动等适应
当前环境和条件的有效措施，培
养学生热爱劳动的习惯。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部署，
始终把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
伍作为根本依靠。教师是立教之
本、兴教之源。我们要把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
努力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
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
教师队伍。着力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坚持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师德
养成，深入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
程，大力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
和师德涵养，尤其是推行师德考
核负面清单制度，实行师德“一
票否决”，严格师德惩处，建立
师德失范曝光平台和定期通报制
度，推动教师成为先进思想文化
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
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
路人。着力提高教师理论素养。
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加
强教师综合素质建设，切实发挥
师范院校在教师培养中的主渠道
主阵地作用，强化职前教师培养
和职后教师发展的有机衔接，开
展教师全员培训，启动“智慧＋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行动，造就
学科知识扎实、专业能力突出、
教育情怀深厚的高素质复合型教
师。（下转第三版）

奋力推动新时代安徽教育工作迈上新台阶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李锦斌

金 秋 十 月 ， 2018 年 度
“感动中国之感动湖南”人物
评选活动正在进行。刚在暑期
被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大学
生”荣誉称号、长沙理工大学
计算机通信工程学院 2015 级
研究生、共产党员邹勇松，再
度引起人们关注。

4 岁患上慢性肾炎，此后
20 余年，他都在与疾病作斗
争。“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
之以歌。”遭遇不幸，他将泰
戈尔的诗句稍作改动后，写在
日记本扉页。

去年，27 岁的邹勇松病情
恶化为尿毒症。他悄悄写下遗
书，放在枕边，每晚读一遍。

“一种紧急救助处理办法”
“共享打印机”⋯⋯在病情急转
直下甚至恶化的两年间，他贡献
出 6 项发明。“哪怕我的研究能
给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提供
很小的便利，我都心满意足，没
白来世界一趟”。

抗争曲——

不管面对什么困难，
都要做乐观坚强的人

“爸、妈，最近病情恶化很
快，肌酐已经700多了，喘不过
气，说话都没力气⋯⋯我曾想，
等毕业了就有能力让你们过一个
快乐幸福的晚年。可是，天不遂
人愿。如果有来生，再做你们的
儿子，报答今生的养育之恩。你
们的儿子邹勇松，2017 年 5 月 2
日晚。”

夜已深，邹勇松又将这份藏
在枕头下的遗书，展开来瞧了一
眼，一如之前300多个夜晚。

自幼患上肾炎，经过 20 多

年持续医治，病情一度平稳。直
到邹勇松研二下学期。“我们得
知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当时就慌
了。”邹勇松的高中和研究生同
学李平在赶往医院看望他时，哭
成了泪人。自信、开朗、乐于助
人的邹勇松，如今骨瘦如柴地躺
在病床上。

出生于 1990 年的邹勇松，
从懂事起就知道自己的身体与同
龄人不一样。10 岁时的他，甚
至一度担心自己因病无法读书。

“幸亏有芦茅小学校长康景贤的
帮助。”邹勇松至今仍感激这位
校长，不仅亲自安排他入学，在
校期间也对他多有照顾。

考入湖南省娄底市新化一中
后，一年中有大半时间，邹勇松
的座位是空着的。“都是病假。”
班主任李洪佩回忆道。为了不落
下学习，邹勇松常常趁着午休、
晚自习时，借同学的笔记摘抄、
学习。“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克
服了慢性肾炎患者身体极易疲劳
的生理反应的。”呈现在同学和
老师眼前的，始终是一名“没少
请假，但成绩优秀”的班干部形
象。

2011 年，邹勇松考上广东
石油化工学院。因为家境贫困，
学校为他申请了国家励志奖学金
和贫困生补助。上到大三，他的
账户每月都会多出一笔360元的
匿名资助款。临近毕业，“我才
知道资助人是学校一位退休教师
程爷爷”。

“不管面对人生什么困难，
都要做乐观坚强的人。”程爷爷
的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入邹勇
松的内心深处。

2017 年 6 月，邹勇松身体
达到术后可出院条件。每两到三
天要来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一
次要 4 个小时。出院前，医生告
知他相关术后治疗方案。

“我的终身，可能只有别人
的半辈子，如果把时间这样浪
费，那我活着才是真痛苦。”在
学习了基本医学知识后，他尝试
着给自己做腹膜透析。从 2017
年 6 月开始，没有亲人陪护的邹
勇松，每天独立完成 4 次透析，
至今已有1000多次。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肾源，邹
勇松将一直依靠这种方式维持生
命。“我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和意

外，哪一个会先来。”这让邹勇
松极为珍惜时光，即便是在病床
上，也不忘用手机改进论文中的
软件包算法。

去年恶化为尿毒症的邹勇
松，用两年时间贡献出 6 项发明
专利。绝境中的他，以这种姿态
对抗命运，唱出一阕抗争曲。

阳光曲——

最需要别人帮助的人，
却是帮助别人最多的人

很瘦、戴着副眼镜、斯斯文
文、特别爱笑，是邹勇松留给大
学同学最直观的印象。“如果不
是这次看了报道，我们都不知道
他一直在遭受病痛折磨。”大学
同学李亚兰说，4 年里，邹勇松
从来没在大家面前提过自己的病
情。

在同学们的记忆中，邹勇松
是另一番模样。

大二的一次敬老院活动，瘦
小的邹勇松蹲在一位老人身边，
满脸笑容地跟他聊天、给他剪指
甲，这场景让同学刘银双记忆深
刻。 （下转第三版）

与命运抗争的“阳光男孩”
——记长沙理工大学研究生邹勇松

本报记者 赖斯捷 阳锡叶

深秋，五颜六色的红
枫、银杏等植物将燕山大学
校园装扮得多姿多彩。经过
多年努力，燕山大学校园绿
化美化工作已实现“春有
花、夏有荫、秋有香、冬有
绿”的目标，为师生创造了
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缤纷燕大

本报讯 （记者 甘甜） 江
西省日前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条
例，并将于今年 12 月 1 日起实
施。条例明确了家庭、政府、
学校、社会共同承担的法律责
任，并明确提出，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将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

条例明确，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优先向孤残、遗弃、流
浪、单亲或者父母服刑、强制
戒毒等未成年人家庭，提供家
庭教育的救助和指导服务；重
点向父母未与未成年子女共同
生活的家庭提供家庭教育的帮
助和指导。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可通过购买公共服务
方式，向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购买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

父母因外出务工等原因不
能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也
应履行家庭教育义务。其中包
括：委托有能力的其他监护人监
护和教育未成年人；通过电话、
网络视频、书信等方式与未成年
人交流沟通；与学校或者受委托
的监护人交流未成年人的学习、
生活、身心状况等相关信息，定
期与未成年人团聚。

江西明确，每年 5 月的第
四周为家庭教育宣传周。

江西家教指导纳入公共服务
优先向特殊家庭提供救助和指导服务

省委书记省委书记（（省长省长））笔谈笔谈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北京 10 月 29 日讯 （记者 余
闯）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今天
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 （幼儿
园） 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按照学校安全有关
工作要求，提高安全工作认识，开展隐
患排查，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应急管
理，做好舆情应对，强化督导检查，确
保广大学生生命安全。

通知要求，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
念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深刻
认识新时代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
性、紧迫性，强化安全工作红线意识和
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狠抓工作落实。要认真总结近期学校安
全事故的惨痛教训，结合本地实际，深
入开展一次学校安全隐患大排查，做到
隐患排查不留死角。对排查出的问题，
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
立台账、落实责任、细化措施，明确时
限，确保全面整改落实。

通知强调，要不断完善学校安全工
作机制。严格落实学校安全工作各项管
理制度和措施，将安全管理融入学校日
常工作全过程。要进一步完善学校及周
边治安综合治理机制，加强与公安、综
治、宣传等有关部门在信息沟通、专项
整治、应急处置、舆情应对等方面的协
调配合，形成常态化的安全监管工作机
制。要全面加强学校安全应急管理。要
制定区域性学校安全风险清单，完善、
细化各项应急处置预案。针对学校集
会、课间操、放学及大型活动等严格规
范管理，做好应急工作准备，确保一旦
发生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高效应
对、迅速管控，最大限度降低学校安全
事故危害。

此外，通知要求，要积极做好学校
安全舆情应对。要加强教育舆情监测，
及时跟踪、分析舆情，积极运用微博、
微信等网络新媒体，第一时间发布准确
信息，引导舆论理性表达，适时公布事故处置情况，及时回应社会
关切，营造良好舆论生态。要持续强化学校安全督导检查。要加强
对地方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学校落实安全工作职责的督导检查，并
将督导结果作为评价政府教育工作和学校管理工作成效的重要内
容。对学校安全事故频发的地区，要采取约谈、通报、挂牌督办等
方式督促其限期整改。

国
务
院
教
育
督
导
办
印
发
紧
急
通
知

进
一
步
加
强
中
小
学
幼
儿
园
安
全
工
作

园校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