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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新时代中国青
年要热爱伟大祖国。五四运动孕育了
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
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
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高
屋建瓴地点明，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
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
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也是五四运动
留下来的重要精神遗产，值得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认真学习和继续弘扬。

数千年来，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流
淌在中华民族的绵绵血脉中，到了近
现代，它在五四运动中更是熠熠闪
光。从“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到

“拒绝和约签字”，青年学生的集体呐
喊生动诠释着磅礴的爱国精神。全国
民众奋起抗争，誓言“国土不可断
送、人民不可低头”，奏响了浩气长

存的爱国主义壮歌。归根结底，那个
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拯救民族
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
量。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
情感。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
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
的精神纽带。“全国民众奋起之日，
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
们，努力啊！”1939 年，五四运动 20
周年之际，毛泽东的讲话，唤起全国
青年团结一心、抵抗外敌的决心和勇
气。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青年满怀
革命理想，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冲锋陷阵、抛洒热血。“金瓯已缺
总须补”，这是那个年代进步青年的
共同心声；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
历史方位，广大青年仍须毫不动摇地

秉承爱国精神。
新时代中国青年热爱伟大祖国，

就要把爱国与爱党结合起来。五四运
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 1921 年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同时揭开了
几年后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历史序
幕。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诚的
继承者，也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
弘扬者和实践者，百年来的历史足以
证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立志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从激
情燃烧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砥砺奋进的
和平建设时期，再到如今蓬勃向上的
新时代，在每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
党都能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带领中国
人民奋勇向前，战胜一个又一个国内
外敌人，迎接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相
统一，这是当代青年需要夯实的价值

坐标。
新时代中国青年热爱伟大祖国，

就要坚持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迅速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
合，并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五四运动
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此后的历史实
践不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
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
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胸怀报
国之心，毫不动摇地信仰社会主义，
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时代中国青年热爱伟大祖国，
就要将小我融入大我之中。五四运动
是百年前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引领的
爱国革命运动。（下转第三版）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热爱伟大祖国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4月30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
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
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
须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
年、依靠广大青年，用极大力量做好
青年工作，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
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在教育系统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
部、教师纷纷表示，讲话内涵丰富、
思想深邃、情真意切，是做好青年工
作的重要行动指南。

强化责任担当，
做好结合文章

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是中国高校所肩负的历史责任
和时代担当。

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看
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
代中国青年画了一幅素描像，为新时
代中国青年运动画了一张路线图，为
新时代中国青年工作提供了一整套的
系统方法论，是做好青年工作的一部
纲领性文献。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全国、
全社会提出了关心支持青年的要求，
高校责无旁贷，要做青年的知心人、
热心人、引路人，一切工作都要以学
生为本，一切工作都要为了学生的成
长成才。”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姜
沛民表示。

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寄
语新时代中国青年，提出了要树立远

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
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
炼品德修为的明确要求。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赵长禄认
为，这些要求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开展青年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学校将在广大青年心中厚植爱国主义情
怀，带领广大青年听党话、跟党走，将
个人成长的青春梦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强化责任担当，就要将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校人才培养、党建
思政、干部队伍建设、‘三全育人’综合改
革等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以讲话精神指
导实际工作，推进学校各项事业发展。”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武贵龙表示。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廖祥忠认为，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语重
心长，围绕如何爱护青年人提出了新的

期望，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他介绍，
最近中国传媒大学正在研究制定一系列
人事人才改革文件，其中一个重要导向
就是激励青年、爱护青年。

高校是培养青年、引导青年发展进
步的重要基地。兰州大学党委书记袁占
亭表示，学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夯实大学生骨干分层分类培养格
局，搭建“第二课堂”实践育人体系，
在思想上引领青年、在实践中锻炼青
年、在文化上熏陶青年、在锻炼中塑造
青年，努力让每一位兰大学子都成为青
年的榜样和模范。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查显友
表示，要加强基层“党建带团建”，用
党建为共青团工作引路导航。学校党委
要扎实做好青年工作，密切同青年师生
的联系，为青年建功立业创造更有利的
条件。 （下转第三版）

引导广大青年勇立潮头争做时代先锋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这边政策特别好，买房、落户
手续很便捷，一周多就办好了。”刚
刚在中新天津生态城教育信息平台
填完孩子入学报名材料的太和智胜

（天津）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田效禹
说。

在来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之前，田效禹曾在北京中关村工作
多年。2017 年底，他携公司团队来
到这片创新沃土扎根。“我们北京研
发团队的负责人也正在办落户天津
的手续。依托天津的优质教育资
源，这里的教育很有吸引力。”田效
禹说。

虽然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建成时间不久，但这片占地面积
10.3 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吸引了
京津两地众多名校入驻。

昆明路小学滨海学校是离天津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最近的一所小
学，崭新的校园、充满活力的教师
队伍⋯⋯这所年轻的学校处处充满
生机。

“2017年8月，我们与和平区昆
明路小学合作办学，签订教师交流
协议，一方面为科技园区服务，另
一方面也能提升周边的基础教育质
量。”昆明路小学滨海学校校长邵瑞
娟说。

与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一
桥之隔的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中
国、新加坡两国政府战略性合作项
目，南开中学滨海生态城学校、天
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
校、北京师范大学天津生态城附属
学校等一批优质学校坐落其中。

“在滨海新区买房，主要是看中
这里的生态环境和教育资源。”科技

园企业砹立方控股公司负责人王胜彪
家住中新天津生态城，他说自己多年
前就看中了这里，如今孩子正读小
学。

如 今 ， 滨 海 新 区 教 育 系 统 正
在全速推动教育发展，打好资源建
设攻坚战，打胜课堂效率阵地战。

“精心布局规划，加快‘核心’
建设，突出‘两翼’发展，我们将
以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凝
聚全区之力，打一场资源建设的攻
坚战。”滨海新区教体局党委书记、
局长刘明成说。

在滨海新区中央大道西侧，有
一处复古风格的建筑群，楼宇古朴
而厚重，那里是南开中学滨海生态
城学校。

严修、张伯苓两位先生自 1904
年创办南开中学时就明确要创办一
个完整的办学体系。他们先后创办
了南开中学、大学、女中、小学，1936
年又创建了重庆南开中学（前身南渝
中学），形成了南开系列学校。

（下转第三版）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精心规划建设优质教育资源——

“这里的教育很有吸引力”
本报记者 徐德明

壮丽 奋斗新时代年
基层蹲点记700

2018 年秋季学期，福建省泉州市泉港
区教育局在泉港区三川中学等6所中小学开
展教师“区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重点
推行教师全员工作岗位竞聘和技术职称竞
聘，着力破解过去存在的“教师能进不能出、
职称能上不能下”问题。据统计，6所试点校
在增加17个班级的情况下，教职工人数不仅
未增加，反而通过竞聘减少了 26 人，落聘
者已被安排至其他学校工作。

在岗位竞聘中，泉港区三川中学教师
陈小阳报名英语教师和班主任岗位，均竞
聘成功。近日，陈小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过去经常听四五十岁的老教师说，年
纪大了，教不动了。如今实行竞聘上岗，
这些老教师都教两个班，工作很投入。可
以说，实行竞聘上岗后，老教师活力重
现、新教师活力无限。”

集中人事权为“真校
聘”奠定基础

泉州市泉港区近年来经济迅猛发展，
教育投入也逐年增长，但教育质量整体水
平有待提升，同时，教师队伍存在竞争力
缺乏、进取心不强等职业倦怠问题。

教师队伍活力不足的根源在哪里？该
区教育局深入调研后得出结论：编制、职
称数量有限，同时固定在学校内；学校岗
位聘用流于形式，校长管理权限偏小；缺
乏激励竞争机制，教师干多干少、干好干
坏一个样等。

“教师队伍活力不足，迫切需要推行
‘真校聘’。”泉港区教育局局长陈建雄告诉
记者，区委、区政府领导决心通过深入实
施“区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突破教师
编制、职称等机制体制上的束缚，用科学
的制度激发教师队伍活力。

2015年，泉港区通过校际交流、支教、援
教、挂职与跟班等形式，全面开展校长、教师
队伍交流活动。当年起，每年交流人数均达
应交流人数的 15%以上，较大程度上实现了
全区同类学校间师资配备的均衡。2016 年
起，泉港区由区委编办每年对学校进行一次
核编工作，核定的编制控制数作为区教育局
确定学校教职工配置控制数和开展校际交
流有关工作的重要依据。

“此举将师资队伍人事调配权力适当集
中到教育主管部门，解决了教师校际交流
人编分离问题，也为开展学校教师岗位竞
聘奠定了基础。”陈建雄说，从 2017 年起，

全区校际交流的人员编制与岗位职称实现常态化同步转入。
2018 年，泉港区教育局决定彻底解决以往校聘流于形式、缺乏操作办法

等问题。“教师校际交流对区域内均衡师资配置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难以解决
教师队伍活力不足问题，这就迫切需要推进教师‘真校聘’的改革和落地。”
泉港区教育局副局长郑荣泊说。

以工作岗位竞聘为抓手推行优胜劣汰

经广泛调研和深入论证，泉港区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深化教师“区管校
聘”管理体制改革增强队伍活力的意见》，提出建立“一管理两竞聘三考评”
的管理机制，完善教职工激励机制，打破教师“出口”瓶颈。

所谓“一管理”，即区级统一管理。2018年，该区成立教师管理服务中心，作
为区教育局下属事业单位，并受区教育局委托负责全区学校教师人事管理日常
事务。“全区教师的编制、岗位、绩效工资全部交由区教师管理服务中心统一管
理，该中心与教师签订人事聘用合同，实行五年一聘，并负责在全区范围内调配
教师，真正实现了教师由‘单位人’向‘系统人’的身份转变。”郑荣泊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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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梅坪村举办了一场趣味十足的乡村“泥巴节”。近200名来自杭州
城区的家长和孩子在田间地头挽起袖子、卷起裤腿，参加摸田鱼、捉小龙虾、推独轮车等项目。图为孩子
们在水田里摸田鱼。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5 月 1 日，在位于合肥市的安徽图书城里，小朋友与
妈妈一起阅读。 新华社发 （许庆勇 摄）

5 月 1 日，小朋友在福建省科技馆体验“塔吊司机”
工作。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 详见第四版➡➡

五四：
那一天，这百年

【文化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