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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古田会议永放光芒，《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 等不朽篇章点亮了中国革
命的灯塔⋯⋯

这里，10 万多人参加红军，2.6 万多
人参加长征，到达陕北仅剩 2000 人，松
毛岭保卫战、湘江战役⋯⋯见证了他们的
热血忠魂。

这里，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熟悉和牵
挂的地方：在福建和中央工作期间，他先
后 20 次来到这里，亲自擘画发展蓝图；
2014 年，他亲自决策和领导，在古田召
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引领人民军队重整
行装再出发。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进
入新时代，闽西老区人民牢记嘱托，传承
红色基因，接续奋斗，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正徐徐展开。

长征路上，2.4万名闽
西子弟壮烈牺牲

【听烈士后人讲述红色故事】
今年清明，龙岩市长汀县南山镇中复

村 64 岁老人钟铁林，和当地 30 多位村民
一起，来到千里之外的广西全州，看望埋
骨于此的亲人。

钟铁林的大伯钟兆煌，出生于 1903
年。“1931 年，大伯在中复村参加红军，
走后再无音讯。”钟铁林告诉记者，数十
年来，家人一直在找寻大伯下落。

直到 2017 年，龙岩电视台一位记者
在广西拍摄了湘江战役英烈名册照片，钟
铁林在名册上终于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名
字，才知道大伯当年血染湘江，献出了年
轻的生命。

【故事背后的历史】
闽西龙岩、三明，是原中央苏区核心

区。土地革命时期，10 万多闽西子弟参
加红军，2.6 万多人参加长征，开路先
锋、断后阻击，血战湘江、强渡乌江、飞
夺泸定桥⋯⋯2.4 万多人牺牲在路上，平
均一里路牺牲一名闽西战士。

1934 年底打响的湘江战役，为掩护
主力红军突破湘江，主要由 6000 多名龙
岩、三明子弟兵组成的总后卫红 34 师几
乎全部牺牲，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已经
无从考证。

中共龙岩市委党史方志研究室主任苏
俊才告诉记者，在广西兴安县湘江战役烈士英名廊上，找
到了 400 多位长汀籍烈士名字，只有 23 位烈士有后代，
其中6位有亲生子女，其余是亲戚的子女过继到其名下。

闽西，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分量。上
杭县古田镇，白墙青瓦的古田会议旧址庄重沧桑。1929
年 12 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确立

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指
引着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在 被 誉 为 “ 红 色 小 上 海 ” 的 长 汀
县，红军第一次有了统一的军服，有了
自己的斗笠厂、被服厂、印刷厂、兵工
厂；三明宁化，被称为“中央苏区乌克
兰”，是中央红军重要的给养和后勤保障
基地⋯⋯

永远不要忘记老区，永
远不要忘记老区人民

【听总书记讲述红色故事】
闽西这片红土地是习近平总书记熟

悉和牵挂的地方。
2014 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习

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古田同老红军、军烈
属等代表座谈时深情地说，“闽西，我很
熟悉。这是原中央苏区所在地，对全国
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党的建设、军
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
献。”“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老区，永远不
要忘记老区人民。”

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曾汉辉清晰地
记得，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
古田会议会址、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
时，现场当起“讲解员”的情形。

“总书记对纪念馆内的展板、文物和
背后的故事都非常熟悉，在现场动情讲
述 6000 多闽西子弟血战湘江的故事，给
在场的同志上了一场生动的党史课。”曾
汉辉说。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不同
场合，都曾深情地回忆起闽西革命故事。

【故事背后的传承】
“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

代”，在长汀县南山镇长窠头村93岁老人
钟宜龙家门口，张贴着这样一副对联。

1934 年 9 月发生在龙岩连城、长汀
交界的松毛岭保卫战，是红军长征前最
惨烈一战，上万红军战士坚守松毛岭7天7
夜，以牺牲数千人的代价，为中央红军主
力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从上世纪 50 年
代起，钟宜龙和村民一起，自发搜寻松毛
岭保卫战牺牲红军遗骸，在山林间找寻到
3000 多具英烈遗骸，并妥善安葬。60 多
年来，钟宜龙每年都会去祭拜英烈，并千
方百计搜集这些无名烈士的生平事迹。

2016 年，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下，钟宜龙将自家房
屋改建成红色文化展馆，将数十年来收集的红色文化物
件、松毛岭战役牺牲战士名册及生平简介等陈列展示，每
年吸引数千人参观。尽管年迈体弱，钟宜龙每年仍坚持给
中小学生、党政参观团等讲述当年红军的故事。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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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

本报讯 （记者 高毅哲） 5月17
日，教育部党组召开教育系统纪念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五周年暨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
辑部全体编辑人员重要回信精神座谈
会，强调要集体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来
一场思想再出发的总动员，快速升温
贯彻落实的实际行动；打一场高校哲
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战，掀
起新发展阶段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
量发展的新高潮。教育部党组书记、
部长，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陈宝生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部
党组成员、副部长，部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翁铁慧主持会议。

陈宝生指出，重要回信是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重要论述

的新发展。重要回信立意高远、思想深
邃、情真意切、催人奋进，是对哲学社会
科学地位作用的再强化，对哲学社会科
学使命任务的再赋能，对哲学社会科学
责任担当的再鼓劲。我们要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切实增强做好工作的思想自
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陈宝生强调，要迅速掀起新发展
阶段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
新高潮。一是在武装头脑上下功夫。
深入学习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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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知行合一、
学以致用。二是在理论创新上下功
夫。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基，不
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透讲清楚中国奇

迹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三是在育人育
才上下功夫。“大思政课”要善用之，
新文科要善建之，大时代要善应之，教
育引导广大学生矢志不渝听党话、初心
不改感党恩、坚定不移跟党走。四是在
体系构建上下功夫。不断优化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学术、话语、教
材、期刊体系，真正形成中国特色、世界
影响的中国学派。五是在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双创”上下功夫。追根溯源，
兼容并蓄，面向世界，不断提炼中华民族
独特精神标识，大力弘扬中华文明。六
是在干实事解难事谋大事创新事长本事
上下功夫。干学界期待的实事，解纲举
目张的难事，谋立梁架柱的大事，创引领
未来的新事，长善作善成的本事。

（下转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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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新发展阶段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高潮
教育系统纪念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五周年暨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重要回信精神座谈会召开

本 报 北 京 5 月 18 日 讯 （记 者
欧媚）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
解到，“十四五”期间，国家发展改
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决定实施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并于近
日印发 《“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
进工程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 强调，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
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目标，发
挥投资精准支撑和撬动作用，全面提
升教育体系内在质量水平，全面提升
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全面提升教育
服务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教育强国推进工程紧紧围绕基础
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三大板
块，聚焦关键领域关键任务，推动带
动性好、示范性强、受益面广、影响
力大的项目建设，不撒胡椒面，把投
资用在“刀刃上”。发挥中央投资

“四两拨千斤”作用，以投资换机
制，促进有关领域、有关区域形成整
体性制度设计和解决方案。对接乡村
振兴、新型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等
重大战略，服务重大科技攻关和先进
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重大
任务，做到一钱多用。

基础教育注重补短板。集中支持
832 个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和片区

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特别是
“三区三州”等原深度贫困地区、易地
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等，以义务教育为
重点，统筹学前教育建设，扩大学位供
给，巩固教育脱贫攻坚成果，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

职业教育注重树精品。重点支持一
批职业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高水
平、专业化、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训基
地，推动相关院校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创新培养模式，优化培养结构，打
造一批精品职业院校，带动职业教育质
量整体提升，有效增强产业升级和区域
发展的人才支撑。

（下转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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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启动实施教育强国推进工程

本 报 北 京 5 月 18 日 讯 （记 者
林焕新）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加快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和城乡一体化，近日，中央财政下
达 2021 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1739.3 亿元，同比增长 2.5%，重点
支持地方落实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
机制，实施好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特岗
计划和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一是调整国家规定课程免费教科
书政策。从 2021 年春季学期起，小
学阶段国家规定课程免费教科书补助
标准由 90 元/年·人，调整为 105
元/年·人，初中阶段不变；同时将
小学 《科学》、初中 《信息技术》 调
整为非循环使用教科书，相应调整教
科书循环比例。

二是实施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

师特岗计划。进一步强化地方主体责
任，确保特岗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按
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并及时缴纳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费用。

三是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国家试点地区所需资金全
部由中央财政承担，对地方试点标准达
到 4 元国家基础标准的省份给予生均 3
元定额奖补。 （下转第三版）

中央财政下达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1739.3亿元
着力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 国 60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为 26402 万
人，占人口总数的 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占
13.50%。与2010年相比，60岁及以
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5.44 个百分点，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4.63 个
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
深。

面对这一趋势，人才培养如何更
好地为老年人的医疗、陪护、照料服
务提供支持，如何进一步满足老年群

体的教育需求都是当前值得思考的问
题。

医院陪护和家庭照料，是老年
人不可或缺的基本需求。然而，此
次普查数据的户别人口变化显示，
我国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平均每
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2.62 人，比 2010
年的 3.10 人减少 0.48 人。随着“二
孩时代”的到来，中年夫妻对抚养
子 女 和 赡 养 父 母 的 兼 顾 将 更 加 困
难。未来，社区养老、专业陪护和
家政服务等，或将成为老年人服务

的主流。
在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

养老设施设计、专业服务水平和人性
化服务意识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曾
在日本留学多年的珠海中山大学附属
中学常务副校长罗朝猛告诉记者，日
本不仅有为老年人提供健康检查、文
体活动、兴趣教学和每日餐饮的“托
老所”，还有为老年人提供送餐、洗
衣、洗浴、清洁等上门服务的专业机
构。

（下转第三版）

我国老年人口超2.64亿，占人口总数的18.70%——

老龄化加深 教育何为
本报记者 张东

■从人口普查数据变化新趋势看教育发展之四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河北省保定市易县新城小学学生走进易县
博物馆，学习英雄事迹，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本报记者 单艺伟 摄

大别山革命老区，一所只有 40
余名师生的村小，校园里长眠着 32
位英勇牺牲的无名烈士。

修剪坟茔上的杂草，将碑文、挽
联重新描红⋯⋯每年清明节，湖北省
大悟县黄站镇熊畈小学的师生都要到
这座无名烈士墓前祭扫，至今已有
64年。

这座无名烈士墓，被乡亲们称为
“王团长墓”。因为墓中有 32 位烈
士，军衔最高的是“王团长”，他和
战友们牺牲于解放前夕的张大包战斗

中。墓旁，一棵与学校三层教学楼同
高的雪松，枝叶繁茂，树干粗壮，像
战士一样挺立校园。

青翠雪松下，熊畈小学校长陈其
悟和熊畈村党支部书记熊红方，向记
者讲述了烈士墓的由来。

1949 年 10 月 5 日，在距熊畈村
不远的禹王城 （今吕王镇） 附近，解
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激战，战斗打
了整整两天。最后时刻，国民党军队
凭借地形优势，盘踞在张大包山上。
但解放军战士舍生忘死，发起冲锋，
最终吹响了胜利号角。

“听老辈们说，王团长就是冲锋
的时候，被机枪打烂了胸膛。”熊红
方说。

战斗结束后，熊畈村的乡亲们陆

续接回了牺牲的王团长和战士们，将他
们安葬在村口。因为不知道姓名，墓碑
上简单记录着：“王团长及战士们之墓。”

“尽管没有姓名，但烈士们从未被
乡亲们忘记。”1957年，熊畈村重新为
烈士修建坟墓。1964 年，公社出资，
修建成现在的烈士墓。

“铭记烈士、致敬英雄，一直是熊
畈小学的传统。自建校以来，师生扫
墓、守墓，从未断过。”熊畈小学已经
退休的老校长熊志德说。

上世纪 50 年代，熊畈小学在村子
北边的“九重屋”中办学。教师们会带
着孩子们穿过村中小道，到烈士墓前祭
扫。上世纪 80 年代，学校搬进村里的
瓦房教室，扫墓也从未间断。“每到清
明，我们都会戴上自己制作的小白花，
与老师一起为烈士扫墓。这是熊畈村人
共同的记忆。”在村里长大的熊红方
说。 （下转第十一版）

湖北省大悟县黄站镇熊畈小学师生64年接力为无名烈士扫墓守墓

山河已无恙 烈士当铭记
本报记者 张婷 张晨 李柯 通讯员 朱光道

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党 史 中 的 校 史

博物馆里学英雄事迹

扫描二维码
看融媒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