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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五一”国际劳动节。
一个蕴藉光荣与梦想的节日，一
个葆有力与美的节日，一个属于
全体劳动者的节日。

“红旗飞舞，走光明路，各
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
贱，责任唯互助，愿大家努力齐
进取。”从革命先辈的嘹亮歌声
中，我们可感受到这个节日的沧
桑与厚重。今天，阔步行进在新
时代，我们对劳动节的体味更全
面，也更深刻。因为我们深知：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
对于全国教育系统来说，今

年的劳动节非比寻常；对于广大
师生来说，今天这个劳动节非比
寻常。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中，教育系统涌现出一批批“最美
教育人”：他们有的奋战在抗疫

“前线中的前线”，有的是“最艰苦
医疗队”的领头人，有的在隔离病
房里开起直播课……尽管来自不
同地方、不同岗位，但他们都为
疫情防控作出了突出贡献，也都
用劳动书写了新时代劳动者的精
神风貌。

这些最美的战疫劳动者，正
是我们时代的榜样，向孩子讲述
他们的故事，是每一个教育工作
者的责任。不久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 代 大 中 小 学 劳 动 教 育 的 意
见》。我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重
视劳动教育，也从没有像今天这
样在推进劳动教育方面凝聚了普

遍共识，形成了强有力的制度安
排。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发人深思。劳动可
以树德、可以增智、可以强体、
可以育美，具有综合育人价值。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
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
能水平。《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开宗
明义，一针见血：近年来一些青
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
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
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

被忽视，劳动教育正被淡化、弱
化。

《尚书》云：“不知稼穑之艰
难，乃逸乃谚。”有人感叹，学
生把唐诗 《锄禾》 背得滚瓜烂
熟，但对诗歌思想内涵的认识，
可能不如到田间地头干一小时农
活来得深刻。故此，开展劳动教
育不能拖、不能慢，更不能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强调的：“要在学生中弘扬
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
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
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
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
动。”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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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圆方集团全体职工：
你们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你们在

集团党委带领下，一直坚守保洁、物业等岗
位，不少同志主动请战驰援武汉等地的医
院，以实际行动为抗击疫情作出了贡献。大
家辛苦了！

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面对这
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从一线医务人员到各个
方面参与防控的人员，从环卫工人、快递小
哥到生产防疫物资的工人，千千万万劳动群

众在各自岗位上埋头苦干、默默奉献，汇聚
起了战胜疫情的强大力量。希望广大劳动群
众坚定信心、保持干劲，弘扬劳动精神，克
服艰难险阻，在平凡岗位上续写不平凡的故
事，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向你
们、向全国各族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的问候！

习近平
2020年4月30日

习近平给郑州圆方集团全体职工的回信
新华社北京 4月 30 日电 在

“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4月30日给郑州圆方集团全
体职工回信，向他们并向全国各族劳
动群众致以节日的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你们在集团党委带领
下，一直坚守保洁、物业等岗位，不少
同志主动请战驰援武汉等地的医院，
以实际行动为抗击疫情作出了贡
献。大家辛苦了！

习近平指出，伟大出自平凡，英
雄来自人民。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
疫情，从一线医务人员到各个方面参
与防控的人员，从环卫工人、快递小

哥到生产防疫物资的工人，千千万万
劳动群众在各自岗位上埋头苦干、默
默奉献，汇聚起了战胜疫情的强大力
量。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坚定信心、保
持干劲，弘扬劳动精神，克服艰难险
阻，在平凡岗位上续写不平凡的故
事，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圆方集团是河南省郑州市一家
综合服务型民营企业，现有员工6万
人，其中党员500多名。近日，党的
十九大代表、圆方集团党委书记薛荣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代表全体职工
汇报了坚守本职岗位、积极参与抗疫
的情况，表达了共担责任、共克时艰
的决心。

习近平给郑州圆方集团职工回信勉励广大劳动群众

弘扬劳动精神 克服艰难险阻
在平凡岗位上续写不平凡的故事

向全国各族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的问候

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 5月
1日出版的第9期《求是》杂志将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
的讲话》。

文章强调，打好精准脱贫攻坚
战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
之一，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要清醒认识和把握打
赢脱贫攻坚战面临任务的艰巨性，
清醒认识把握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不放
松、不停顿、不懈怠，把提高脱贫
质量放在首位，聚焦深度贫困地
区，扎扎实实把脱贫攻坚战推向前
进。

文章指出，要深刻认识我国脱
贫攻坚取得的决定性进展。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要求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纳
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作出一
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
贫攻坚战，创造了我国减贫史上最
好成绩，促进了贫困地区加快发
展，构筑了全社会扶贫强大合力，
建立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
系，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脱贫攻坚力度之
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
有，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显著改善
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
件，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
章。

文章指出，在脱贫攻坚的伟大
实践中，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经
验。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
保证。二是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
贫实效。三是坚持加大投入，强化
资金支持。四是坚持社会动员，凝
聚各方力量。五是坚持从严要求，
促进真抓实干。六是坚持群众主
体，激发内生动力。这些经验弥足
珍贵，要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和发
展。

文章指出，要清醒把握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困难挑战。脱贫攻坚成
效巨大，但面临的困难挑战也同样
巨大，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依然不
少。脱贫攻坚越往后，遇到的越是
难啃的硬骨头。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弄虚作假、急躁和厌战情绪以
及消极腐败现象仍然存在。要把困
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挑战认识
得更到位一些，做好应对和战胜各
种困难挑战的准备。

文章指出，要全面打好脱贫攻
坚战。要按照党中央总体部署和安
排，加强组织领导，坚持目标标
准，强化体制机制，牢牢把握精准，完善资金管理，加强作风建设，
组织干部轮训，注重激发内生动力。

文章强调，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
贫困问题，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这是我们人
生之大幸。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
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顽强奋
斗，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打好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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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柴葳） 近
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
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召开。部党组
书记、部长、领导小组组长陈宝生
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关于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放到“两个
大局”中去思考、放到“两个百年”
中去谋划、放到“两个大计”中去
践行、放到“两个战场”中去锤炼、
放到“两个维护”中去检验，写好
推动高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奋进之笔”，以优异成
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

陈宝生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
领导小组2019年各项工作。他
指出，2019年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着眼服务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
习、中美经贸摩擦斗争等4件大
事，推动思想武装取得了新进
展、加快构建迈出了新步伐、育
人格局提升了新水平、意识形态
工作打开了新局面、服务治国理
政跃上了新台阶，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取得了阶段性重要进展
和标志性年度成果。

陈宝生强调，2020年既是决
胜之年，也是承启之年，更是大考
之年，要服务脱贫攻坚和疫情防
控两场大考，坚持稳中求进，突出
实干为要，着力做好五个方面的
工作。一是擦亮定盘星，切实加
强党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
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推进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行动特别是
理论研究工作。（下转第四版）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召开

写好推动高校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奋进之笔”

今天，中国教育报
选取10名来自不同地
区、不同岗位的教育
人，为读者讲述他们在
战疫中的奋斗与坚守，
向这些教育系统的最美
劳动者致敬！

详见第二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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