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

2020 年 10 月
农历庚子年九月初十

第 11237 号

今日八版

中国教育报
客户端

ZHONGGUO JIAOYU BAO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35

微博：@中国教育报

邮发代号 1—1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戏曲学院师生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
广大师生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
统，坚持守正创新，在教学相长中探
寻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
初心，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中国戏曲学院的前身——文化部
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创办于 1950
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举办的第
一所戏曲教育机构。近日，中国戏曲
学院一些师生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汇报学院 70 年来的发展情况，表
达了为繁荣戏曲事业贡献力量的共同
心声。

习近平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的回信
郭汉城、杜近芳、尚长荣、马金凤、蔡正
仁、刘秀荣等同志：
你们好！你们老中青少四代师生的来
信，反映中国戏曲学院办学取得的可喜成
果，戏曲艺术薪火相传，我感到很欣慰，向
你们以及全校师生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
曲事业关键在人。希望中国戏曲学院以建
校 70 周年为新起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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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为传承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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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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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重阳时节
敬老兵

10 月 24 日，抗美援
朝老战士张汉奇为孩子讲
述奖章背后的故事。重阳
节到来，湖南省通道侗族
自治县礼雅小学组织少先
队员代表到抗美援朝老战
士家中慰问老人，聆听红
色故事。
粟勇主 摄

■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三区三州教育行

特别报道

贺国栋：
桥梁专家变身农业大咖
本报
“三区三州教育行”
融媒体报道组
“咩——”循着一声羊叫，在胡麻沟
村二社村民马娟娟家的羊圈里，记者一
行找到了来自兰州交通大学的驻村第一
书记贺国栋。原来，马娟娟家有只小羊
羔体温有些高，贺国栋放心不下，一早
就来看要不要给羊羔请兽医。
曾经的桥梁专家，如今成了农事
的行家里 手 ， 在甘肃临 夏回族 自 治州
康 乐 县 胡 麻 沟 村 驻 村 的 900 多 个 日 日
夜夜， 贺国栋开启了完 全不 一样 的 人
生。
说起马娟娟家的情况，贺国栋了如
指掌：全家 6 口人，老父亲外出打工，
老母亲在家务农，马娟娟身患类风湿关
节炎只能做点简单的家务，她还有 3 个

孩子分别读大学、高中和初中。
“为了帮
助他们家，政府今年补贴了 1 万元，给
他们买了 10 只小羊羔。
”
两年前刚认识贺国栋时，马娟娟一
家 挤在旧 瓦房中 ， 全家 的 年收入只有
4000 多元，老大即将高考，一家人正在
发愁孩子的学费。
为了帮助马娟娟一家，贺国栋想了
不少办法。
先把孩子的事管起来，两年来，辅
导老大功课贺国栋“一手包办”，2019
年老大争气地考上了大学，学校、专业
都是贺国栋帮着选的。再让家里的生活
富起来。2018 年，在贺国栋帮助下，马
娟娟家入股光伏项目，打那以后每年都

有固定的分红收益。2019 年，这家人又
获得政府危房改造项目补贴 2.5 万元，
盖起了新房。
“我家今年新盖了 4 间房。”看见记
者们，马娟娟热情地招呼大家一起到新
房里喝口水。说起现在的生活，她乐得
合不拢嘴：“老大上大学了，新房也有
了，羊也在圈里了，什么也不愁了。
”
马娟娟家脱贫了，一家人能过上如
今的生活，要放在两年前，贺国栋自己
都想不到。
2018 年 4 月，贺国栋到岗时，胡麻
沟村有 347 户 1504 人，其中贫困户 23
户 86 人，贫困发生率 5.7%。当时，摆
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硬任务”：到 2020

【高教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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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之外有更广阔的教育天地

“科技副总”
连接校城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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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年，全村实现“脱贫摘帽”
，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全部“清零”
。
“能不能当好这个书记？能不能帮助
所有的贫困户脱贫？
”贺国栋经常问自己
这两个问题。为此，他告别了心爱的讲
台，一头扎进胡麻沟村 。跟 村民拉家
常、问农事成了他每天 工作的 “新常
态”
。
刘春义是胡麻沟村最有经验的蜂
农，在他带领下，农户自发成立了养蜂
合作社。得知情况后，贺国栋心里一阵
激动：
“能不能让更多的农户掌握养蜂技
术，实现共同富裕？”
从此，
贺国栋扎进了合作社，
建网店、
开微店、注册商标、开发新产品……暑假
的时候，贺国栋还把自己的学生喊来，
给合作社拍纪录
片、写养蜂故事，
文章发出去，阅读
量都是 10 万+。胡
麻沟村的鹿鸣蜂蜜
着实火了一把。
扫二维码看
（下转第四版） 胡麻沟村的小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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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的北京，又一次成为全球
瞩目的焦点。
10 月 26 日至 29 日，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
这是意义非凡的高光时刻——
作为重要议题，会议将审议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为未来 5 年乃至
15 年中国发展擘画蓝图。
这是逐梦未来的重要里程
碑 ——
在“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各项
目标任务即将胜利完成之际，中国
将推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
机衔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百年交汇，谋篇布局。这次会
议的召开和释放的信号，将为中国
和世界发展注入更强大的信心。

写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
——

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
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 10 月 23 日给中国戏曲学院
师生回信，对他们传承发展好戏曲艺
术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老中
青少四代师生的来信，反映中国戏
曲学院办学取得的可喜成果，戏曲
艺术薪火相传，我感到很欣慰，向
你们以及全校师生员工致以诚挚的
问候。
习近平强调，戏曲是中华文化
的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
人。希望中国戏曲学院以建校 70 周
年为新起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中国教育报
微信号

新华社记者

安蓓

陈炜伟

凝心聚力，
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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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鄱阳湖捕鱼 20 多年后，江
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联圩镇下沙头村
申铖
村民吴华山“上岸”转行。今年 1
月 1 日起，长江禁渔启动。和吴华
山一样转产的渔民有 20 多万人。
为全局计，为世代谋。
2016 年 1 月，“十三五”刚刚
开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在重庆召开。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长江经济带发展翻开新篇
章。
“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千秋大计”，2020 年 8 月 31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规划纲要》，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加快落地。
理念指引实践，奋斗谱写篇章。
5 年来，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
势，一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全面开启——
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
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
5 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发
展前景更广阔——
经济总量接近 100 万亿元大关，人均 GDP 跨上 1 万美元台
阶，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十
三五”规划主要指标总体将如期实现，重大战略任务和 165 项重大
工程项目全面落地见效，中国创造、中国制造、中国建造惊艳世
界；拥有世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和上亿市场主体，中国经济活
力迸发，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中国，站在历史的重要关口，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
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
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社会主要矛盾
变化带来新特征新要求，高质量发展亟待“闯关”
。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党治国理政的重
要方式，是中国之治的重要“密码”
。
全面总结“十三五”发展经验、准确体察中国国情、深刻把握
发展大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为“十四五”中国发展把脉定
向。
（下转第四版）

中国教育报刊社“宣讲行送教行”走进广西融水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家 源
徐越 欧金昌 赵利） 10 月 24
日，中国教育报刊社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
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宣讲
行送教行”大型公益活动走进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为当地
教师和教育管理者送去先进的
教育理念和方法。
融水地处广西北部，是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滇黔
桂石漠化片区县，也是广西还
未脱贫的 8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根据当地教育发展情况和
教育管理干部、教师的实际需
要，全国优秀教师，国家督
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助
理、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
附属外国语学校校长林卫民作
《学校领导力及组织效能研究》
的报告；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
作者，黑龙江省劳动模范，正

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哈尔滨
市第十七中学新区学校校长刘
艳伟作 《理想信念是校长引领
学 校 发 展 的 动 力 之 源》 的 报
告；全国师德标兵，海南省优
秀教育工作者，正高级教师，
特级教师，海南省海口市琼山
区椰博小学校长、党支部书记
叶丽敏作 《学校顶层设计的思
考与实践》 的报告。融水县教
育局机关干部、全县中小学校
长、骨干教师以及部分新入职
教师等 230 余人在融水县教育
局报告厅聆听了报告会。
此次活动是中国教育报刊
社“宣讲行送教行”大型公益
活动的第 24 站。活动由中国教
育发展基金会、中国教师发展
基金会、中国红十字总会事业
发展中心、明远教育基金、作
业帮教育科技 （北京） 有限公
司提供支持。
（相关报道见三版）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中国教育报刊社大型公益活动

宣讲行·送教行

走进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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