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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 12 月 19 日电 （记者
李忠发 朱基钗 郭鑫） 19 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崔世安陪同下，来到位于澳门
黑沙环的政府综合服务中心和濠江中
学附属英才学校，同澳门市民和师生
亲切交流。

黑沙环政府综合服务中心于 2009
年正式投入使用，目前可提供26个政
府部门共 335 项服务。习近平来到服
务大楼，在大厅结合展板听取通过整
合行政服务资源，为市民提供“一站
式”政务服务的情况。在身份证明和
社会保障服务专区，习近平察看相关
业务办理流程，并同正在办理业务的
市民交谈。在24小时身份证明自助服
务区，习近平观看护照业务等办理演
示，对通过信息科技手段实现社会治
理精细化和公共服务高效化的做法表
示肯定。

正在办理业务的市民们纷纷聚拢
过来，习近平同他们一一握手、互致
问候。市民们对政府惠民措施十分满
意，纷纷表达了感恩之情。习近平表
示，特别行政区政府为市民提供了很
好的服务，体现了以民为本的发展理
念。在同大家的交流中，能够感受到
澳门同胞生活不断改善，感受到澳门
回归20年来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他祝
愿大家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随后，习近平来到濠江中学附属
英才学校。濠江中学创建于 1932 年，
是澳门学生人数最多的基础教育学
校，现由校本部即中学部、附属英才
学校、小学部和幼稚园部四个校部组
成，建校以来始终坚持爱国主义教
育，培养了大量优秀爱国爱澳人才。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
平给该校小学生回信，对他们予以亲
切勉励，在澳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

习近平来到学校图书馆，听取澳
门教育总体情况和学校校史介绍，了
解澳门回归以来特别行政区和学校爱
国主义教育工作情况。展台上摆放着

《中国历史》《品德与公民》 等教材，
习近平拿起教材仔细翻看。习近平表
示，教材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
体，特别行政区政府同内地合编教材
的做法值得充分肯定。要鼓励更多学
校使用新教材，让老师们把教材讲
好、讲活、深入人心。

习近平还观看了学校科技创新作
品的展示，听取学生介绍科创作品《长

城的故事》和导盲杖、夜间智慧泊车系
统等，并与学生互动交流。他说，同学
们的作品很有创意，令人印象深刻。希
望学校不断优化课程设置，探索开拓更
有利于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教育方式。

学校礼堂里，濠江中学师生代表，
澳门非高等教育学校校长、历史科研组
长、德育主任正在观摩以“‘一国两制’
与澳门”为题的中国历史公开课。

习近平走进礼堂，全场起立，热烈
鼓掌。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并就座
观摩。公开课结束后，在师生们热烈掌
声中，习近平走到学生中间即席发表重
要讲话。他说，濠江中学是一所具有悠
久爱国传统的学校。今年 5 月收到英
才学校小朋友的来信，浓浓的家国情
怀、爱国主义精神跃然纸上，让我很受
感动。濠江中学的光荣历史也映照出
了广大澳门同胞始终秉持的深厚爱国
情怀。爱国主义为澳门贯彻落实“一国

两制”打下了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使
“一国两制”实践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
前进，结出繁荣昌盛发展的累累硕果。

习近平表示，今天这堂课意义非
凡、有的放矢，抓住了历史的要点和
教育的要害。要打牢爱国主义的基
础，就要了解历史。作为一个中国
人，一定要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腹
有诗书气自华”。14 亿中国人民凝聚
力这么强，就是因为我们拥有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中华精神，这是我们
文化自信的源泉。了解我们5000年延
续不绝的历史，就能自然形成强烈的
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了解鸦片
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史，才能理解中
国人民对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愿
望。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
每个人都为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感
到自豪，更加坚定了对国家发展道路
的信心。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发生了

巨大变化，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
这让澳门同胞更加懂得“一国两制”
的根本在于“一国”，更加珍惜今天的
良好局面，增强开创美好未来的决心。

习近平指出，爱国主义教育兹事
体大，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部门
和学校担负起主体责任，在已有基础
上再接再厉，把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做
得更好。相信澳门青年人必将成为有
为的一代、值得骄傲的一代，成长为
澳门和国家的栋梁之才。

习近平讲话结束后，全体师生报
以热烈的掌声。

离开校园时，师生们围拢过来，
向习近平主席热情问好。学生们向习
近平赠送了专门制作的 《习近平主席
回信纪念专刊》，习近平祝同学们学习
进步、健康成长，并同大家挥手告别。

丁薛祥、王晨、张又侠、王毅、
马飚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视察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时指出

再接再厉，把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做得更好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1999 年 12 月 20 日，《七子之歌》

响彻中华大地，经过 300 年的风雨历
程，澳门终于回归祖国，回到母亲的
怀抱。正如爱国诗人闻一多的这首
诗，无论分开多久，澳门与祖国母亲
的感情深入灵魂。

铸就中华民族根与魂
“我是一个中国人，新中国的成立，

我们的国旗，我们要升起！”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那天，杜岚在澳门
濠江中学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澳
门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起始，是中华
儿女勇气、信念和传承的象征。

当时，面对澳葡当局的百般阻
拦，时任濠江中学校长杜岚无比坚
定。为了能在这一天准时升起这面五
星红旗，杜岚特意请人到祖国内地给
五星红旗拍照，并以照片为样板，自
己亲手制作了这面五星红旗。

70 年来，每年国庆日，都有一场隆
重的升国旗仪式在这里举行，从未间断。

如今，升挂国旗已经成为澳门学
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尤其是

自 2018 年 10 月 《国 歌 法》 实 施 以
来，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中
联办的引导和推动下，澳门各大中小
学将升挂国旗、奏唱国歌作为体现国
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重要仪式。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
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
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的根和魂。”2014 年 12 月 20 日，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
年大会上指出，要让青少年更多领略
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更多感悟近代
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发愤图强的
光辉历程，更多认识新中国走过的不
平凡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多理
解“一国两制”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内在联系，从而牢牢把握澳
门同祖国紧密相连的命运前程⋯⋯

爱国主义教育，是仪式、是纽
带，在澳门青少年中铸造中华民族的
根与魂。

为了让澳门学生深入了解国家宪
法，增强发展观念，弘扬宪法精神，澳
门教育暨青年局除了在学校教育中融
入宪法和基本法以及澳门相关法律知
识外，还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学生
从实际体验中了解法律精神，准确理解

“一国两制”方针的内涵。澳门国情教
育协会作为推动澳门同胞认识祖国、了
解国情、增强国家观念和民族自豪感的
民间机构，也在不断推进澳门大中小学
生与内地的访问交流，并定期举办国情
教育知识竞赛等活动。

今年暑期，澳门 500 名青少年赴
河北、贵州、江苏、广东、湖南等五
省，参观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
与当地青少年交流互动，了解“一带
一路”建设及“粤港澳大湾区”“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脱贫攻
坚”等国家重大战略。

日前，在教育部举办的第四届全国
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中，澳门学
生代表取得知识竞赛三等奖以及高中
组全国总决赛一等奖等优异成绩。

在澳门举办的“我和我的祖国”
主题会上，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崔世安表示：“我相信通过主题会的分
享，青少年朋友们一定能够更加坚定
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更加坚定地与
祖国同心、与祖国同行。”

对祖国基本情况的体验与升华，
让澳门青少年在学习和活动中强化国
家认同感和责任感。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去年
发布的“澳门中小学生中国历史文化

认知”调查结果显示，澳门小学生的
国家认知指数为 78 分，初中生为 71
分。澳门中小学生的国家历史文化认
知处于中上水平。

今年，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
校的小学生给国家主席习近平写信，
这封学生们彩绘的书信讲述了他们对

“祖国母亲”含义的理解，表达了长大
后把祖国和澳门建设得更美好的决心。

在回信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你
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澳门的未来。希
望同学们不辜负杜岚老校长的期望，
传承好爱国爱澳优良传统，珍惜时
光，刻苦学习，健康成长，长大后为
建设澳门、振兴中华多作贡献。”

融入国家教育发展大局
澳门大学作为澳门唯一的国际化

综合性公立大学，肩负着为澳门培养
尖端科技人才的使命。20 年前，澳门
大学只有2865名学生，而今天，在校学
生已经超过一万名。在科学研究方面，
有数据显示，澳门大学的高端学术期刊
论文发表数目由2009年的140多篇增
至2018年的1500多篇。

教育兴澳、人才建澳。澳门回归
之后，其高等教育发展一直受到国家
的重视。 （下转第三版）

20年，澳门教育与祖国同行
本报记者 张东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
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
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
一曲 《我和我的祖国》，唱红了大江南北的每一所学
校，唱响了2019年的每一个清晨和黄昏。

当 2019 年的日历翻到最后，我们翻阅记忆拥挤
的这一年，“家”和“国”，始终紧贴着我们发烫的胸
膛，并不断提醒我们，脚踏祖国的土地，抬望时代，
去迎接一面红旗、一个时代光与影的灵魂洗礼。

（一）

这是一堂史上最大规模的全民思政
课。它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情感纽
带，用一首歌、一面红旗、一部电影和一场盛
大阅兵式，拉近了每一个中国人与祖国的距
离，让我们回望原点，去看看我们每一个人
曾经出发时的样子，去思考每一个迥然不同
的你我，与“家”、与“国”之间的联系。

对于学校思政教育来说，2019，注定是一个值
得铭记的年份。

这一年的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与教学一线的优秀思
政教师代表和教育工作者畅谈、交流。这也是继在全
国高校思政工作会和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以来，总
书记再一次聚焦思政教育。

一个大国最高领导人日理万机，为何对学校思政
教育格外关注？在不同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曾反复为
传道者明道：思政工作关系学校教育培养什么样的
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

换句话说，“育人”是思政教育的本质特征。它
远不只是课堂上教学生一个理念、一个方面的知识，
更为重要的是，它要教育和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
中国发展大势，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
界；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用中国梦激扬青
春梦，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激励学
生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中，珍惜韶华，脚踏实地，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这一年，思政课跨过学校高高的围墙，掀起了一波刻骨铭心的全民回忆：
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到成千上万师生
以不同形式向祖国告白；从弥漫全国各地中小学的各种“我和五星红旗同框”

“我和五星红旗合个影”等红旗主题教育活动，再到 2019“开学第一课”的
“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主题班会⋯⋯思政教育成了这一年的一个热词，占
据了人们生活的公共频道。

这一年，“红色”染红了我们的生活。即便你曾是“佛系”青年，也会不
断地被“红色”感染。即便是因生活不顺心而曾动辄“怀疑人生”的你，在这
个普天同庆的“国庆年”里，也会悄然拉直盘旋于内心的那无数个问号，情不
自禁地与新中国 70 年峥嵘岁月来一次深情拥抱，使深藏于内心已久的那份爱
国情、强国志，在这一年你目之所及的某个瞬间、某张老照片、某个老物件的
那一刹那，被重新唤醒，泪湿衣襟。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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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柯进

年终系列述评②20192019教育回眸教育回眸

本报讯 （记者 赵秀红） 教育部
近日公布首批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
序 （教育 APP） 备案名单，“新东
方”等 152 款应用获得通过，教师、
家长、学生可以据名单选用。

今年 11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备案管理
办法》。截至 2019 年 12 月 16 日，共
有 1321 家企业提交了 2279 个教育
APP 的 核 验 申 请 。 根 据 《管 理 办
法》 要求，各省教育行政部门对提交
材料进行了核验，首批通过了152个
教育APP的核验。

首批通过备案的教育APP覆盖课

堂教学、课后练习、网校直播等多种类
型。据《管理办法》，要求各单位要在
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
期间完成对现有教育移动应用的备案
工作，2020年2月1日起，公共服务体
系将向社会公众提供备案信息查询。

据悉，教育移动应用提供者应按
照要求通过公共服务
体 系 进 行 提 供 者 备
案，并配合注册地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做好
备案审核工作。提供
者备案实行“一省备
案，全国有效”。

首批教育APP备案结果公布
152个教育APP获通过

本报讯 （记者 董鲁皖龙） 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 12 月 21 日
举行。临近考试，网上一些不法分子
打着“考试包过”“有内部资料”等
噱头，散布网络谣言，发布虚假信
息，诈骗考生钱财。为此，教育部门
和公安机关、网信部门梳理汇总了近
年来一些典型案例，并提醒广大考
生：谣言的背后是一些不法商家、网
站甚至惯犯精心设计的骗局。广大考
生要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法律意识，
以案为鉴，擦亮眼睛，明辨谣言，谨
防上当受骗。同时，希望各网站不为
谣言提供平台，考生不信谣、不传
谣。

每年研考期间，都会有不法分子

在网上兜售所谓“考研真题”“试题
答案”等，有的甚至包装成社会培训
机构，通过网络平台、贴吧、QQ 交
流群等散布“准确率极高”“违约退
款”“预付定金可发试卷样题”等诱
惑信息。待考生付款后发现被骗之
时，商家早已“人去楼空”。

相关机构负责人提醒考生，研究
生考试试题属于国家绝密级材料，其
命制、运输和保管都有严格的管理和
安保措施。广大考生不要心存侥幸心
理，不要相信所谓的提前拿到真题和
答案。在网上购买所谓“考研真题”

“考试答案”，都是骗子发布的虚假信
息。购买涉密材料本身也是违法，切
勿尝试。 （下转第三版）

教育公安网信部门提醒考生

考研“包过”？虚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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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陪同下，来到位于澳门黑沙环的政府综合服务中心和濠
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同澳门市民和师生亲切交流。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观摩以“‘一国两制’与澳门”为题的中国
历史公开课后，习近平走到学生中间即席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