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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教育新闻记者，一个新型主流教育
媒体，如何记录共和国70年的奋斗征程和天
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答案是：到边疆去、
到基层去、到师生中去，用生动事例、鲜活话
语展现70年中国教育辉煌成就。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今年 6 月到
9月，中国教育报刊社精心组织策划“壮丽70
年 奋斗新时代·万里边疆教育行”大型融媒
体采访报道。短短两个月，由社领导带队、43
名记者参与，从我国大陆海岸线北起点的鸭
绿江口到南起点北仑河口，从“华夏东极”的
黑龙江抚远到祖国最西陲的新疆乌恰，从“极
北之北”的黑龙江漠河到雄伟的珠穆朗玛峰
大本营，走遍全国 9 个陆地边疆省份的 23 个
县市、近60所国门学校，行程5万余公里，发
表稿件20余篇、制作视频50多条。

我们行走万里边疆，与基层干部师生面
对面、心贴心，切身感受边疆教育 70 年翻天
覆地的变化，用笔端和镜头记录下教育改革
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

我们行走万里边疆，深切感受到党领导
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深切感受到教育事业
与共和国成长同频共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贡献的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

旧貌新颜：见证70年新
中国教育跨越发展

我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陆上边界
两万多公里。“万里边疆教育行”报道组走了一
趟，才切身体会到祖国之大、边疆之美，更切身
体会到新中国教育发展的速度与辉煌。

要读懂边疆的教育，先要读懂边疆的路。
从西藏林芝机场出发，穿过雪山、雨林、

瀑布，蹚过落石、塌方、泥石流，耗时 12 个小
时，走完 340 公里的路程，报道组终于抵达
雅鲁藏布大峡谷深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墨
脱县背崩乡小学。

在学校副校长白玛措姆记忆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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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几天几夜，穿越亚热带雨林，再翻过 4500 多
米的雪山，待到双脚磨满血泡、血泡破了结
成茧，待到蚂蟥在身上留下几十处伤口、伤
口凝成了疤，才能走到学校。很多学生再次
回家，已是毕业之后。

那时，边疆孩子的求学之路，意味着天
涯，意味着遥望爹娘。

1976 年，背崩乡建起一所民办小学，升
国旗的旗杆是一根毛竹，粉笔不够，就把木
材烧成炭。为了劝辍学学生返校，老师要走
过野兽、毒蛇经常出没的原始森林；为了改
善学生生活，老师要带着学生课余养猪⋯⋯

当时在整个西藏，墨脱学校的条件最艰
苦，老师也最辛苦，但一代代教育人坚持在
这里办学的意义在于：让知识和现代文明抵
达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2013 年 10 月，墨脱结束了“我国最后一
个不通公路的县”的历史。也是从那一年起，
背崩乡小学像被按下了快进键，大步跑向了
现代化——教学楼、宿舍楼、教师周转房、运
动场，修建一新；教室装上了电子白板，办公
室的电脑连上了网络；学生学费国家包、三餐
学校供、住宿不花钱、顿顿吃到肉，小学入学

率达到100%。
“现在的门巴族孩子，是最幸福的
一代人。”白玛措姆告诉我们。

一所边疆小学，一把标
尺，丈量着共和国70年

来教育奋斗的步伐。

70 年奋斗，中国教育把一个又一
个不可能变为可能，创造出一个又一
个人间奇迹——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彻底改变了教育底子薄、整体落后的
状况，建立了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中
国教育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就，有力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正确与宽广，有力
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
性与强大生命力。

跟随报道组的足迹，读者的目光
可以在万里边疆任意扫描——

鸭绿江畔，英雄之城辽
宁丹东。

忆往昔，宽甸满族自治县青椅山逸夫
学校老校长李广连连摇头：“放眼望去，破
旧不堪的教学楼、阴冷潮湿的宿舍楼、尘土
飞扬的操场，学校四周甚至连围墙都没
有。”

看今朝，丹东市教育局局长于笑溪难
掩自豪：“沿边境线走走，你们会发现，房子
最漂亮的，是咱们的学校和幼儿园；有国旗
飘扬的，是咱们的学校和幼儿园；有歌声回
荡的，是咱们的学校和幼儿园！”

草原辽阔，“鸡冠上的明珠”内蒙古呼
伦贝尔。

这里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在零摄氏
度以下，全年取暖期长达8个多月。曾经，
漫长寒冷的冬季让学生室外体育活动很难
开展。如今，全市几乎所有中小学都建设
了风雨操场，学生可以在温暖如春的室内
体育场尽情活动。

长白山下，“东北亚金三角”吉林图们。
过去，当地朝鲜族有句老话，“卖黄牛

也要供孩子读书”。现在，卖牛之说早已成
为过去，图们的朝鲜族学生享受从学前教
育到高中阶段十五年免费教育，基本普及
学前三年教育，义务教育入学率 100%，高
中阶段入学率达91.7%。

一省一市、一县一镇、一村一校，行走
在边疆，这样的变化报道组感受得太深太
多。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第五中学校长
李君龙的话说——“每一寸土地都发生了
变化。”

70 年，中国教育波澜壮阔。教育事业
发展取得的成就与每一个家庭紧密相连，
也与每一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

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甘肃唯一的
边境县，与共和国同龄的老教育人格尔力
达来拿着学校老照片骄傲地告诉报道组：

“学校一年比一年好，一所比一所漂亮，你
们说棒不棒？我觉得仅从校园面貌上，就
能看出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

翻看着泛黄的旧照片，平房、土坡、简
陋的办学条件，再看看今日宽敞明亮的校
园和孩子们纯朴的笑脸，让人如何不动容？

家国情怀：爱国主义深
植学生心中

国家主权，主题宏大而深刻。但行走
在边疆，这个主题瞬间变得具象生动：庄严
界碑，巍峨国门；长河落日，雪山大漠。

边疆师生的家国情怀，也会格外浓
烈——因为，脚下这方土地，是祖辈生活
过的地方，是先烈为之战斗过的地方，是他
们的血和汗换来今日的盛世中国。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是一张边疆学校回答了 70 年的时
代考卷。

70 年来，边疆各级各类学校坚持在青
年学生中开展深入、持久、生动的爱国主义
教育，让爱国主义精神牢牢扎根。

“护界碑，爱界碑，风里雨里都不停⋯⋯”
在中越边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
这首朗朗上口的“护碑歌”，在各民族孩子
中传唱。这背后，是一名老教师把界碑

“竖”在孩子心中的感人故事。
今年八十高龄的黄永腾，在边境乡村

学校当了一辈子教师，退了休还不肯歇
息。长期以来，他观察到一个现象：当地百
姓国防意识不强，很多人不爱护界碑。在
界碑旁边晒木薯，甚至都不知道这是界碑，
用来拴牛。

“必须让孩子们从爱界碑、护界碑做
起，填补国防教育空白。”2001 年，黄永腾
为当地孩子设计了“与边防军叔叔护界碑”

“界碑天天见”等5项活动。
师生们利用壮、瑶、京等民族语言进行

护碑知识广播、开展界碑亮化净化美化行
动、创作护界碑歌和护界碑竹梆等文艺作
品⋯⋯孩子们知道爱碑护碑，也带动了家
人、影响了社会，十几年来当地再也没有发
生破坏界碑的事情。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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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琪

张晨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兴 华
通讯员 季文豪） 日前，大型
情景组歌 《红色胶东》 经鲁东
大学艺术学院紧张排练后在烟
台上演，《红色鲁东》 也付梓出
版。这是鲁东大学凝结红色文
化，传承红色基因，加强思政
课建设，推进“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又一力作。

今年秋季学期开学后，鲁
东大学联合烟台市委宣传部，
将胶东地区革命和建设时期数
个重大典型人物和群体的事
迹，以大型情景组歌 《红色胶
东》 为载体搬上了舞台，用现
代艺术再现了胶东那段凝重而
感人的红色历程；将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鲁东大学前身山东

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胶东
公学的红色革命历史，出版了

《红色鲁东》 故事集，让学校党
员干部和广大师生在阅读中铭
记学校创业历程，学习革命先
贤的奋斗精神。

鲁东大学党委书记徐东升
表示：“在新时代，高校在大力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优秀
当代文化的同时，要充分利用
和结合自身及驻地红色资源的
优势，创新红色文化传承模
式，不但要让红色文化成为高
校开展德育的有效载体，而且
要让红色故事和崇高精神为高
校党建和思政课及主题教育提
供滋养灵魂、涤荡身心的‘活
教材’。”

鲁东大学：

凝结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为确保“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学习时间、内
容、人员、效果“四落实”，新
疆师范大学利用国庆假期，继
续深化主题教育，做到主题教
育不断线。

10 月 5 日，新疆师范大学
党委班子成员和处级干部持续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第五次集体学习。新疆师
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帕尔哈
提·加拉力主持学校党委班子成
员学习，处级干部分为 6 组，围
绕着《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纲要》 进行认真学习。通

过原原本本学原文，认认真真
做笔记，大家对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了更
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国庆节期间，新疆师范大
学党委书记巫文武带领20余名
机关处级干部前往莎车县亚喀
艾日克乡亚喀艾日克村开展

“民族团结一家亲”探亲走访活
动。活动期间，新疆师大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把“民族团结一家亲”探
亲走访活动引向深入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在村里的党员活动室，全
体“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员与
结亲干部们一起开展了为期两
天的集体学习。

新疆师大：

国庆期间主题教育不断线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进行时主题教育进行时

丹东：英雄之城的教育答卷
（8月22日）

教师夫妻档 扎根在边疆
（8月24日）

图们：长白山下的教育传承
（8月27日）

延边大学：与祖国同向同行
（8月28日）

漠河：神州北极的教育色彩
（9月2日）

抚远：打造“华夏东极”教育新名
片 （9月3日）
极北之地那道光 （9月5日）

呼伦贝尔：北疆教育风景独好
（9月8日）

呼伦贝尔学院：城市绿色发展“智
囊团” （9月11日）
额尔古纳：引领边疆学生与美同
行 （9月13日）

肃北：戈壁滩上的教育跨越
（9月14日）

“学校没了学生，但我不能离开”
（9月16日）

塔县：帕米尔高原上的教育之光
（9月17日）

守望西陲 （9月18日）
“让孩子从小把祖国铭刻在心里”

（9月19日）

雅鲁藏布江畔的坚守（9月20日）
离开海拔5373米的日子

（9月21日）
珠峰脚下的守望 （9月22日）
靠教育改变明天 （9月22日）

沧源：阿佤山区的教育突围
（9月23日）

佤山孩子唱新歌 （9月24日）
杨红军：一辈子扎根佤山村小

（9月25日）

凭祥：“祖国南大门”的教育奋起
（9月28日）

学生再少也要开足课（9月29日）
把“界碑”竖在边疆孩子心中

（10月8日）
（以上为本报“万里边疆教育行”

特别报道稿件标题，按刊发时间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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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董鲁皖龙） 日前，
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人民教育
家’与人民大学”主题学习座谈会上，
沿着卫兴华、高铭暄两位被授予“人民
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的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的足迹，与会人员共话这块“人民
教育家”成长的精神土壤。

“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教育了
我、支持了我、帮助了我，使我由一名
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逐步进入法学殿
堂，成为一名法学教师。党和国家肯定
了我的业绩，授予我最高荣誉称号。”
高铭暄说。“理论创新必须立足于发展
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紧扣时代的脉
搏，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
原理研究现实问题，推动马克思经济理
论的创新和发展。”卫兴华说。

1954 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行
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组建
班子，负责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从那时起，高铭暄开始参加新中
国第一部刑法典的起草工作。从草案第
1稿到第38稿，他是唯一自始至终亲历
刑法典创制的学者。改革开放后，我国
出版的首部法学专著即为高铭暄撰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
在经济学领域，卫兴华有“经济理

论的清道夫”的美誉，多年来致力于澄
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被误解或错解的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有关问题，创新
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阐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看
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
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最为突出的，是
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和血脉传承。“中国
人民大学是国内外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研究和传播的重要基地。革命
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后和
新时代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的高地。”
靳诺表示，“人民教育家”的荣誉正是国家对学校始终坚持“一马当
先”办学方向、勇当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排头兵的高度肯定。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看来，“人民教育家”的
诞生既是两位老教授志存高远、辛勤奋斗的结果，也与学校独特的
发展道路和办学目标密不可分。

“两位老先生用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诉我们，将自己的学术研究
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用研究成果造福于人民，就是读
书人报国的最好方式。”靳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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