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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唐琪） 9
月 18 日，于瑾母校南开大学
举办“瑾基金”成立仪式暨南
开金融科技论坛，由校友捐赠
的 2000 万元基金将用于奖励
师德高尚的一线教师和志存高
远的南开学子，副校长李靖代
表学校接受捐赠。

7 月 22 日，本报率先报
道了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于瑾的
感人事迹。

1984 年，于瑾考入南开大
学金融学系，在这里的 7 年求
学时光，踏实刻苦，出类拔萃。
前几天，家人还从旧箱子里翻
出一份她那年作为新生代表的
演讲稿，当中写道：“朋友，
别再感叹不能做出惊天动地的
伟业⋯⋯四化大厦在建造，就
让我们做一块砌进墙根的砖
头，默默承受历史的重量吧！”
尽管后来，她很少再这样直抒
胸臆，但 18 岁时的这句宣言，
几乎成为她一生的注脚。

为参加基金成立仪式，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

默顿专程从美国赶来，受聘为“瑾
基金”名誉主席、学术委员会主
席。默顿曾把于瑾的研究成果收
录为麻省理工学院教学材料，他
说，于瑾教授用科研创造知识，用
教育传递知识，用实践影响社会。
随着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金融
行业所需的技能可能会改变，但像
她一样敬业的优秀教师仍然无可
取代。 （下转第三版）

“做一块砌进墙根的砖头，承受历史的重量”

于瑾精神感动南开学子

7 月 22 日，本报在一版
报道于瑾感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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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
要内容，又是推动社会公平的
重要动力。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有教无类”的朴素理想，但这
一理想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
实现。70 年中国教育公平水
平的大幅提升，是新中国最大
的教育成就，也是对世界的最
大贡献，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
减少教育不平等提供了“样
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
育与技能司司长，被称为“国际
学生评估项目（PISA）之父”的
安 德 列 亚 斯·施 莱 歇 尔 说 ：

“PISA2012 数据结果显示，中
国上海 10%处境最不利的 15
岁孩子的数学成绩比美国和其
他很多国家 10%处境最具优势
的孩子还要好。”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从成
立之初提出“教育向工农开
门”，到 21 世纪提出“把促进公
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党
和政府始终把促进教育公平作
为执政理念、行动目标和政策
措施，在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
多的国家，全面实现了九年制
免费义务教育，到 2018 年九年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4.2%，
学 前 教 育 毛 入 园 率 达 到
81.7%，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达到 88.8%，高等教育即将步

入普及化阶段，人均受教育年限
从 1949 年的 1.6 年提高到 2018 年
的 10.6 年,走完了发达国家近 200
年走完的历程，谱写了促进教育
公平的历史华章，创造了促进教
育公平的中国模式，为世界教育
公平进程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
动力。

以为民理念引领教
育公平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
根本宗旨，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
党的基本执政理念。使全体人民
受益，让所有人分享改革开放的
成果，是国家各项工作的总的指
导思想。这一思想在促进教育公
平的进程中，得到了最鲜明的体
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造旧教
育、建设新教育，学校向工农开

放，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开始了
促进教育公平的艰难征程。

1949 年 12 月召开的第一次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就确定新中
国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
众的教育，其方法是理论与实际
一致，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
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战
争与建设服务”。发展为人民服
务的思想、办面向工农大众的教
育，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
育发展的思想原则和工作任务。

为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普
遍推行以工农为主的人民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教育主要
从五个方面采取了改革措施：举
办工农速成中学，加强工农干部
的知识教育；推行工人和农民的
业余补习教育；所有设施都向工
农劳动人民开放；改革旧学制，颁
布新学制，实行普及儿童初等教

育；推行全国规模的识字教育，逐
步扫除文盲。从 1954 年到 1965
年，我国扫除文盲9571.3万人，中
国的文盲率从解放初期的 80%下
降到了52%。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立
足国情，不断推进教育从机会公
平向结果公平提升。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教育事
业发展严重滞后，各类知识人才
尤其是专门人才奇缺。面对教
育、科技与世界各国的巨大差距
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徘徊不前
的局面，邓小平主动请缨，亲抓科
技和教育，并以恢复高等学校招
生考试制度为突破口，中国教育
事业也由此开始了历史性的大变
革。

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教育事
业，培养大批社会各条战线所需
要的人才，邓小平在 1977 年明确

提出了“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
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
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
同年 8 月，党的十一大指明“要采
取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和加快各
级各类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提高教育质量”。

1990 年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
织在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上发表

《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共同承诺
1990—2000 年各成员要将 15 岁
以上人口中的成人文盲率降低一
半 。 当 时 我 国 文 盲 率 高 达
22.23%，与印度、巴西等 9 个人口
大国一起被列为重点扫盲国家。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
我国政府率先承诺“到 2000 年全
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
扫除青壮年文盲”，普及全民教
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6 年

发布的《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
显示，2002 年我国全民教育发展
指数为 0.954，在 121 个被监测国
家中排名第38位，比2001年第54
位上升16位。我国在世界9个人
口大国中率先兑现全民教育的庄
重承诺，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
国家的义务教育问题，是发展中
国家推进全民教育的成功范例。

随着社会的发展，党和政府
越来越重视和强调教育公平。
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2007 年，党
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
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
平的重要基础。”把教育列为以改
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六大任
务之首，鲜明地指出“处理好效率

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
公平”。

201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
动一周年纪念活动视频贺词中表
示，中国将努力让 13 亿人民享有
更好更公平的教育。更加注重公
平成为 21 世纪教育事业改革发
展最重要的特征。

以优先发展促进教
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一个历史发展过
程，公平与发展密切相关，公平问
题既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又必须
依靠发展来解决。加快教育发
展、不断提高教育水平，是促进教
育公平最强大的动力和最根本的
保证。

一是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
地位，建设教育强国。

（下转第三版）

教育公平的中国之路
袁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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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老师这个职业，世上有

许多说法。
有人说，“师者，传道受业解

惑也”；也有人说，“这是太阳底
下最光辉的职业”。

对于在西藏墨脱县背崩乡
小学——这所祖国西南边境学
校执教的 34 位老师来说，老师
这个职业，意味着一种责任。因
为，有老师的地方就有书声，有
书声的地方就有学校，有学校的
地方就有国旗，有国旗的地方，
就是中国。

这是西藏 2442 所学校中普
通的一所。这所学校的老师也
总说，自己是最普通平凡的。因
为即便在最全的中国地图上，人
们也很难注意到这个西南偏南
方向不起眼的地方，一个叫“背
崩”的地方。

这里，距县城墨脱 28 公里，
距自治区首府拉萨 753 公里，距
北京天安门3382公里。

二
要读懂这里的老师，首先得

读懂这里的路。
墨脱本没有路。这片藏语

意为“莲花”的土地，隐秘绽放于
青藏高原东南角。三面环绕的
喜马拉雅山与依山奔腾的雅鲁
藏布江，让它成为与世隔绝的

“雪域孤岛”。
从 1961 年 10 月勘察线路

开 始 ，到 2013 年 10 月 正 式 通
车，整整 52 年，墨脱成为中国最
后通公路的县。

2016 年暑假，刚从拉萨师
专毕业的熊丹丹，背着旅行包、
提着行李箱来到背崩乡小学校
门时，已经没了丝毫力气。

翻过海拔 5013 米的米拉山
口，通过排龙天险和通麦天险，再
过海拔4728米的色季拉山，穿过
嘎隆拉隧道，熊丹丹在雪山密林
深处一路颠簸。因公路沿雅鲁
藏布江而建，很多路段一侧靠着
山体，一侧挨着悬崖，最窄处，探
出头去，就会看到被轮胎碾压的
碎石，不断向悬崖河谷滚落。

从 北 京 到 上 海 1300 多 公
里，乘高铁最快只需 4 小时 28

分。从拉萨到背崩乡 753 公里，
熊丹丹倒了 4 次车，坐了整整 4
天，从不晕车的她“晕得胆汁都
出来了，比第一次经历高原反应
还难受得多”。

地处亚热带的墨脱，受印度
洋暖流影响，春夏阴雨连绵，冬
天又是漫天大雪，泥石流、塌方、
雪崩等自然灾害是这里的常客，
墨脱的公路一年四季处于随时
断掉的状态。

“来到墨脱，以往在拉萨生活
的经验就不管用了，这里的一切
都会打破你对西藏惯有的认识。”
有经验的老教师告诉熊丹丹。

对于墨脱的“经验”，本地人
背崩乡小学副校长白玛措姆，比
熊丹丹丰富许多。

在她的记忆里，小时候，为
了接受完整的小学教育，二年级
的她不得不和伙伴们步行到林
芝八一镇求学，与家人分别时，
小伙伴们哭成一团。

他们带着柴刀干粮、背着书
包被褥，从海拔 1100 米的县城
出发，花几天几夜，穿越亚热带
雨林，再翻过 4500 多米的多雄
拉雪山，待到双脚磨满血泡、血
泡破了结成茧，待到蚂蟥在身体
上留下几十处伤口、伤口凝成了

疤，也就走出了墨脱。
很多学生再次回家，已是数

年之后。
“让孩子们不再吃我们当年

的苦”，这便是白玛措姆和老师
们在这里执教的最朴素原因。

三
背崩，地处雅鲁藏布江岸，

海拔只有 700 米左右，但四周高
山雪峰林立。特殊的环境使这
里雨水丰沛，云雾腾腾，就连散
落在坡地上的门巴族木楼，也仿
佛披上了一层薄纱，宛若仙境。

站在背崩乡小学校园，目光
向西南，有一座钢索大桥——解
放大桥。这是雅鲁藏布江大拐
弯后，在中国境内流经的最后一
座桥梁。

目前，中国已与 14 个陆上
邻国中的 12 个签订了边界条约
或协定，约 90%的边界已经划
定，尚有约10%的边界还在商谈
中。这所边境学校，便紧挨着这
10%的边界。

国家主权，主题宏大而深
刻。

在背崩乡小学，34位老师和
202 名门巴族学生，用读书声守
护着祖国每一寸疆土，向世界宣

示我们的主权。
来到这里，熊丹丹的第一课

是了解学校的文化主题：读书做
人，保家卫国。

“没有人要求我们一所小学
‘保家卫国’，但我们就是这样想
的，也是这样做的。”白玛措姆语
气坚定。

升旗、上课，这些在其他学
校最普通的事，在背崩乡小学则
意味着守护每一寸国土，守护自
己的祖国。

每周一清晨，山间云雾还未
散去，是学校的庄严时刻。伴随
嘹亮的国歌声，带着红领巾的学
生向鲜艳的五星红旗敬礼，全体
老师和未入队的学生向国旗行
注目礼。在白玛措姆看来，这样
凡常的举动，饱含师生“保家卫
国”的强烈情感。

学校每班每周有两节国防
教育课。这门课没有专门教材，
老师是 32 岁的士官曹世学，来
自学校不远处的边防模范营。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得
知背崩乡小学缺老师，边防模范
营官兵主动到学校义务支教，前
后几十位“兵老师”，一年接着一
年、一棒接着一棒，一直传递到
曹世学。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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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脱县背崩乡小学开设国防教育课，组织师生走进军营体验。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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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长 治 9 月 19 日 讯
（记 者 赵 岩 通 讯 员 王
超）“3 年前，我不知道文秀
为什么回来得那么坚决；3 年
后，文秀用她的一言一行，甚
至在她生命最后一刻，面对暴
雨造成的山洪时，仍然那么勇
敢没有退缩，才让我终于明白
她要回家的路。”今天晚上，

“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
报告会在她的母校长治学院举
行。黄文秀先进事迹报告团 5
名成员从不同视角深情回忆了
黄文秀生前扎根脱贫攻坚一
线，用青春诠释共产党人初心
使命的感人事迹。

“从黄文秀身上，我们切
切实实感受到理想、担当的厚
重分量，感受到它们的温度。
不管何时何地，群众最需要的
地方就是我们大展身手的地
方，群众的所思所盼就是我们
努力前行的方向，在平凡的岗
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就能
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长
治学院化学专业学生马倩说。

连日来，长治学院党委在

全校范围不断掀起向黄文秀学习
的热潮。9 月一开学，学校立即
组织排练了四幕舞台剧 《文秀同
学》，通过“入党”“学生时光”

“牺牲”“追忆”四个环节，再现
了黄文秀短暂而精彩的一生，这
部舞台剧已在学院上演 6 场，观
看的学生愈3000人。

“我们要学习黄文秀师姐青
春无悔扎根基层、深情奉献回报
乡土，铭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以实际行动诠释饮水思源、
不改本色的赤子之心。学习她不
干出一番成绩誓不罢休的理想追
求，端正态度，扎根基层，在更
大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舞
台剧中黄文秀的扮演者、长治学
院新闻专业学生朱晓英和 12 名
参演学生一道在报告会现场表达
了他们的心声。

“黄文秀是外表活泼内心坚
毅的人，在学习上她完全是靠自
己坚韧的努力一步一步成为优
秀。”黄文秀当年的老师任红霞
哭诉着，手绢始终没有离开眼
角。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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