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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9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 《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纲要》 的通知。全文如
下：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
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
党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
法，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
与时俱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
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
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
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
并不断发展。

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引
向深入，根据党中央要求，中央
宣传部组织编写了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
要》（以下简称 《纲要》）。党中

央认为，《纲要》 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全
面系统阐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
把握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
内容、基本要求。党中央同意印
发 《纲要》（由中央宣传部统一
印发），作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辅助读物。

各级党委 （党组） 要坚持不
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要组织全体党员认真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并紧
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把 《纲要》 纳入学习
计划，作出周密安排，开展多形
式、分层次、全覆盖的学习培训。
要在多思多想、学深悟透上下功
夫，深入学习领会这一思想的时
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
界意义，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精
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在
系统全面、融会贯通上下功夫，深
刻把握这一思想贯穿的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知其然又知其
所以然，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
论水平；在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上
下功夫，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
的优良学风，更加自觉用这一思

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把学
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推
动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要通过广泛的学习宣传阐释
工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入人
心、落地生根，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

壮丽 奋斗新时代年
基层蹲点记700

“别管我，先救学生。”
“谁离我最近，我就先救谁，

顾不得找自己的孩子。”
“ 校长，你的车被冲走了！”

“别管，走，赶紧去救人！”
⋯⋯
6 月 5 日下午 4 时 15 分，电闪

雷鸣，大雨倾盆，两股特大山洪如
脱缰的野马从上游滚滚而来，在湖
北省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桂花完
全小学附近的岔河汇合。

天地呜咽，公路与操场之间的
界限逐渐模糊，学校完全停水停
电，学生们又冷又怕，有些胆小的
孩子开始小声啜泣。52 岁的教师
段发云把孩子们聚在一起，搂着哭
泣的学生说：“孩子们，别怕，有
老师在！”

“只有10米，却感觉
咫尺天涯！”

4时20分，值日教师刘兴晓第
六次来到校门口巡视河水变化。积
水已经漫过小腿，他看到校门外的
圩坪河浪头高涨，河水卷着上游的
柴草和一个车厢奔涌而来，遇上学
校一侧黄畈河，顿时溅起 5 米余高
的浪头。

“不好！”他掏出手机给校长韩
伟报告情况，不料手机一滑掉进水
里，他随即准备转身返回校园。说
时迟那时快，只听见“轰隆”一
声，学校外侧的洪水冲塌了围墙，
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操场，教师们
的车辆也被卷走，在洪水中翻滚。

蹚过齐腰的洪水，刘兴晓刚走
到大门口，便发现大铁门被洪水冲
走了。他眼疾手快，死死抓住门卫
室的小门。教学楼上的教师也发现
了险情，大声喊：“刘老师！刘老
师！”“兴晓，抓紧！”

风雨声、雷电声、呼喊声响成一片，刘兴晓根本听不清同事
们的呼喊，只感觉河水咆哮，死神逼近。他用尽力气爬上门卫室
屋顶，然而四面被洪水包围，暴雨如注，刘兴晓随时都可能连同
门卫房被一起冲走。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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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赣东北弋阳县火车
站迎来了比往日更多的人流，
人们从全国各地辗转而来，参
加 2019 年家校合作经验交流
大会。

出站口，身穿红色马甲
的家长志愿者举着各个酒店
的牌子接站；交流会根据 5
个主题设置了分会场，在县
城的 5 所学校，教师、家长
紧张筹备着，努力展示该县
在 家 校 合 作 中 取 得 的 新 成
果、新经验，同时用行动回

答与会者的疑惑：“为什么是
弋阳？”

别样的课堂

在离县城 20 多公里的葛
溪乡田东村，生活一如既往地
平静，路旁“欢迎同乡回家过
年”的标语已经褪色，作为一
个劳务输出县，全县 45%的
学生是留守儿童。

日暮，田东小学，三年级
学生晓宇背着书包出了校门。
穿过农田，走进村落，径直走

进郭光的家。
从北方嫁到这儿的郭光是田

东小学的教师，2016 年，各校
陆续建校外互助小组。女儿正要
上小学，郭光就和丈夫商量，搞
来几张书桌，把一楼建成“书香
满屋”校外互助小组。

起初，孩子们只是周末来看
书、写作业，后来，农忙时爷爷
奶奶也会把他们送来，现在每天
下午放学后、周末和节假日，附
近的孩子都会主动来这儿。由于
采取的是自愿形式，平日多为十
五六个孩子，多的时候也会有
30多人。

这几年，郭光也受过委屈，毕
竟起初家校关系并不那么和谐，
村里 3 个大家族因为祖上有矛

盾，孩子们在学校也不相往来。
“这些孩子的父母都不在身

边，我自己也有孩子，就一起带
着了。”郭光还有意在搞活动的
时候将互不往来的孩子搭配一
组，碰到家长来接孩子的时候，
也不忘调解一下关系。

时间一长，家长们看到了郭
光的用心，孩子们的父母过年回
来都会来看看互助小组还缺什
么，给孩子们送来书籍、学习用
品，还在郭光家门口装了个路
灯。你来我往中，邻里关系也和
睦多了。

根据距离、人数将学生分为
若干小组，由在家的家长帮助看
管，留守儿童自愿参加，教师入
村指导，不收取费用⋯⋯为解决

留守儿童校外监管困难这一问
题，弋阳县从 2015 年下半年开
始，由学校牵头，探索建立校外
互助小组。至今，全县建了大大
小小 1700 多个校外互助小组。
数目增加的同时，形式也在不断
丰富，放学、周末、节假日乃至
寒暑假，孩子们聚在一起不只是
看书学习，还拓展到一起玩耍、
锻炼，甚至一起帮助村民打扫卫
生⋯⋯

校外互助小组成了弋阳孩子
“别样的课堂”。

很有脸面的事儿

今年家校合作经验交流大会
这一天，穿着“家长志愿者”红
马甲的曾晓英就一大早出现在北
辰楼宾馆，她负责接送入住这个
酒店的参会者往返于会场、分会
场和酒店。

别看曾晓英的孩子去年才升
入方志敏中学，但她参与家校合
作工作的时间却不短，如今还是
方志敏中学家委会会长兼七年级
的年级会长。 （下转第三版）

建1700多个校外互助小组，家长成学校常客——

弋阳：家校合作风景独好
本报记者 甘甜

“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城
墙，筑成坚固的阵线，你的名字
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
煌⋯⋯”

近日，延安大学学子在宝
塔山下引吭高歌，一曲《延安
颂》，唱出了革命圣地青年学子
不忘初心、弘扬延安精神的庄
严承诺。

今年 3 月以来，一场名为
“青春，为祖国歌唱”网络拉歌
活动在全国多所高校唱响，青
年学子献歌新中国七十华诞，
展示新时代青年与祖国共奋进
的爱国情和报国志。

一曲青春之歌
礼赞祖国

3 月 31 日，武汉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 3 所
高校率先在网络上发起拉歌
挑战，众多高校接力传递，

“青春，为祖国歌唱”网络拉
歌活动唱响全国大学校园。

两个多月来，拉歌活动历

经“青春篇”“传承篇”两个
阶段。6 月，拉歌活动进入第
三阶段“奋进篇”。

从“白河之津”到“黄河
之滨 ”，从“黄浦江畔”到

“浏阳河上”，从“大明湖畔”
到“白山黑水”⋯⋯拉歌活动
已 覆 盖 全 国 30 个 省 （区 、
市） 的 2000 余所高校，微博
话题阅读量近 4 亿，拉歌视频
总播放量近 40 亿，实现了网
络小屏到公交、地铁、广场等
户外大屏的拓展。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这
是一场跨越祖国千山万水的青
春大合唱，更是一场跨越共和
国 70 年发展历程的传承大合
唱。这场通过各高校新媒体平
台互动传递，用青春歌声礼赞
祖国的“网络接力”已火遍全
国，万千师生用歌声唱出了热
爱祖国、报效祖国的心声。

和着 《精忠报国》 的歌
声，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师生们
打起了“动力大鼓”。参演学
生表示：“我们愿以一腔报国
热血，投身祖国建设，守卫祖
国的蓝色国土。”

海军建军节到来之际，中
国海洋大学联合5所海洋高校，
在船舷上用深情的“海之歌”祝
福人民海军 70 岁生日。学子

们纷纷表示要把青春写在祖国的
大海大洋和江河湖泊上，承担起
新一代“海洋人”的时代使命。

悠悠岳麓下，泱泱湘水旁，
中南大学学子用一首 《天耀中
华》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唱出了
一代代中南人工业报国的豪情壮
志。参与歌曲演唱的大三学生徐

杰说，这首歌把我们对祖国的情
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新时代
的青年，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更
重了。我们要坚持知行合一、经
世致用，努力成为祖国栋梁，共
同唱响时代主旋律。

网友“叶落楠栖”说：“跟着
唱，唱哭了！愿祖国繁荣昌盛！”

网友“荼&蘼”说：“看着
各学校拉歌的壮观场面，有感
动，有激情，有温暖，有执着。
为新中国七十华诞献歌祝福，为
祖国的繁荣富强点赞。”

网友“Midori_Y”说：“青
春的底色就是爱国。”

（下转第二版）

唱响新时代 奋进报祖国
——“青春，为祖国歌唱”网络拉歌活动展现青年学子爱国情报国志

本报记者 易鑫

今今日日 焦焦聚聚

延安大学学生参与拉歌活动。 延安大学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陈欣然）
天津市日前公布了 2019 年高
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工作实施
方案，考试形式以高职院校单
独考试为主，高职院校可进行
联合考试或成绩互认。考试时
间为6月3日至14日，考生可
前往多所院校参加考试。

天津市独立设置的 28 所
市属高职院校均面向退役军
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
新型职业农民，开展专项考
试招生。其中，部分高职院
校面向高中和中职毕业生开
展专项考试招生。具体招生
院校，以及招生院校自主安
排的招生专业和分专业招生
计划，均通过各校招生简章
予以公布。

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职毕
业生采取“文化素质+职业技
能”考试方式，文化素质成绩
使用各校组织的文化考试成
绩，职业技能成绩使用各校组
织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或职
业技能测试成绩。对符合免试
条件的技能拔尖人才，由高职
院校予以免试录取。对取得相
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生，
报考相关专业可免予职业技能
测试。

天津市各高职院校将完善
和落实相关奖助学金、学费减
免等资助政策，按规定给予退
役军人学生助学金资助；下岗
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
农民考入高职院校，按照现行
规定享受资助政策。

天津高职扩招专项考试开考
高职院校可进行联合考试或成绩互认

本 报 讯 （记 者 赵 岩）
《山西省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
施方案》 日前发布，要求各相
关部门紧紧围绕产业升级和经
济结构调整对技术技能人才的
需求，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教育
成长通道，系统化推进、质量
型扩招，缓解当前就业压力，
加快培养山西发展急需的各类
技术技能人才。

山西强调，加强全省统
筹，合理确定 2019 年各高职
院校扩招计划安排，重点布局
在优质高职院校与区域经济建
设急需、社会民生领域紧缺和
就业率高的专业以及贫困地
区。在学前教育、护理、家
政、养老、健康服务、现代服
务业等领域，扩大中高职贯通

培养招生规模。在 2019 年高
考前组织一次参加高职扩招专
项考试的补报名工作，10 月
增加一次补报名。扩招对象为
普通高中、中职毕业生、退役
军人和下岗失业人员、农民
工、新型职业农民等群体。招
考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
能”的考试评价方式。退役军
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
新型职业农民可免予文化素质
考试，由学校组织相关职业适
应性测试或技能测试。

针对应届与非应届、就业
与未就业、不同年龄段等生源
多样化特点，分类编制各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对退役军人、
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
职业农民等群体可单独编班。

山西全面推进高职扩招工作
重点布局在优质高职院校

高职百万扩招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