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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国革命的重要红色沃土，
孕育了丰厚的先进文化，涌现出无数救
国救民的仁人志士。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湖南考察调
研，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文化，擘
画发展蓝图，勉励大家从光辉历史中汲
取实事求是、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三湘儿女牢记殷殷
嘱托，不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在实
现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步伐坚定。

实事求是，精神一脉相承

【红色足迹】
2020 年 9 月 17 日下午，细雨飘

飞。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千年学府岳麓书
院。在书院中心讲堂前，总书记望着檐
上的“实事求是”匾额，久久凝思。

“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
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共产党怎
么能成功呢？当年在石库门，在南湖上
那么一条船，那么十几个人，到今天这
一步。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
定要把真理本土化。”

为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问计于民，是习近平总书记此次湖南
之行的一个重点。村支书、乡村教师、
扶贫干部、农民工、种粮大户、快递小
哥、餐馆店主……30名基层代表齐聚
一堂，10名代表先后发言。习近平总
书记在长沙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
同基层干部群众代表深入交流，言传身
教的就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思想脉络】
1916年至1919年期间，毛泽东在

岳麓书院半学斋住了一年多光景。从宿
舍打开窗户，就能看到书院大讲堂“实事
求是”匾额，“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朝夕相
处，“实事求是”深深刻在毛泽东的心中。

站在岳麓书院一棵参天古树下，湖
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唐珍名说：

“岳麓书院的主办者们，反对埋头故纸
堆、脱离实际的空谈学风，倡导务实学
风和‘经世致用’，继而把‘实事求
是’作为校训。后世经过不断发展，含
义拓展为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认知和解决问题。”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

红色基因，守护传承焕新生

【红色足迹】
2011年3月，江南大地草长莺飞，生机勃勃。习近

平在湖南调研期间专程来到韶山，向
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篮，瞻仰毛泽
东同志故居，参观中共韶山特别支部
展室，与韶山村党员群众代表座谈。

习近平深情地说，革命传统资源
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每一个红
色旅游景点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
课堂，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
滋养。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岳麓书
院大门两侧，这副白底黑字的对联分
外醒目。

2020年 9月17日，岳麓书院里，
习近平同正在开展思政课现场教学的
师生们亲切交流。他强调，要把课堂
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充分
运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紧密联系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
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道
理，深刻领悟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
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一步坚
定“四个自信”。他勉励年轻学子，一
定要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弘扬赓续】
山青水碧，特色历史建筑比比皆

是。
湖南大学在岳麓书院基础上发展

而来，是国家“211 工程”“985 工
程”和“双一流”重点建设的高校。

“1938年4月10日，27架日本战
机轰炸湖南大学和岳麓书院，校园特
别是文化典籍损毁严重！”湖南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龙兵讲授的“移动
思政课”，结合时事、历史和身边风
物，引导学生修身崇德、明辨是非。

总结相关教学经验，湖南大学正
在建设思政课程优秀案例库、教学中
心，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探源
研究，举办“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
大典”和“岳麓书院讲坛”等活动。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
究生徐淼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嘱
托，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踏踏实实将

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谦和的心态、奋斗的姿态努力成
为新时代的栋梁。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我是听着革命故事长大的，革命歌曲是我的摇篮

曲。”韶山人沈楚华，2018年返乡创业，经营起民宿。
“亲近自然”主题、从十里八乡收集来“老物件”、带感的
“心里有话对党说”等各色主题留言墙，让他的民宿受到
年轻人追捧。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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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 ■师生家长关切的教育“小事”特别报道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既是每个家
长的心愿，也关系着祖国的未来，然
而现实中受多种因素困扰，广大中小
幼学生日均户外活动量不足，“小眼
镜”“小胖墩”明显增加。

今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
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
知》），从加强开齐开足体育与健康
课、保证体育活动时间、完善体质健
康管理评价考核体系、做好体质健康
监测等 8个方面开出“药方”。当
前，各地教育系统正在着力加强管
理，努力提升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

做好监测与干预，建立闭
环管理体系

当前，为确保中小学生每周参加
3次以上中等强度的体育活动，限制
中小学幼儿园电子产品的使用，浙江
已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实施

学生体测向社会公布制度。和浙江一
样，其他省份也都在本行政区内统筹
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
逐步建立健全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
体系。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康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张一民分析说，
教育部长期高度重视学生的身心健
康，印发《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方
法》等文件，着重强调了各地各校要
建立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制
度，有力推动了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
况的提升。

《通知》提出，要建立完善以体
质健康水平为重点的“监测—评估—
反馈—干预—保障”闭环体系，同时
要认真落实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质健康
测试制度和抽测复核制度，建立学生
体质健康档案。

记者调查发现，全国多地都有类
似做法。北京市教委要求每年3月底
前将上一年度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结果

向各区通报并向社会公示；四川省把学
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结果纳入当地教育
现代化指标体系；在江苏，每年孩子们
都会带回家一份省学生体质健康报告
书，上面详尽列出了身体质量指数等7
项指标的测试与评价。

“实施监测的目的是科学干预。”江
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研究中心常务副
主任储志东表示，随着监测工作的深
入，《通知》提出的“闭环体系”的建
设已经迫在眉睫，要抓紧反馈、干预和
保障机制的建设，拉长学校体育和健康
教育“短板”。

抓住评价与考核，扭转现实
困境

“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
育活动时间”是对广大学生体育锻炼的
时间要求。记者采访时发现，一些地方
对学校体育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在一些
学校，挤占、挪用体育课的情况依然存
在。 （下转第二版）

做好监测干预，抓住评价与考核，注重质量与时间——

优化管理野蛮学生体魄
本报记者 缪志聪 李小伟

从清华大学西门向东北方向前行，来
到图书馆逸夫馆旁，草地中一座由红砂岩
石制成的塔形纪念物静静矗立。这里曾是
清华园里最早的建筑物之一——“清华三
院”的所在地，也是清华第一个中共党支
部的诞生地。

1926年初冬，在三院的一个房间里，
王达成、雷从敏、朱莽三人秘密组成了党支
部。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原主任徐心坦介
绍，从1926年王达成任支部书记开始，到
1937年7月抗战爆发，清华先后有27位支
部书记，前仆后继，未曾间断。

星星地下火，皆为举火人。
从逸夫馆向东南步行几分钟，白墙红

瓦、坡顶陡起，具有欧式古典风格的清华学堂
映入眼帘。86年前，正是在这里，时任清华
地下党支部书记的蒋南翔发出了“华北之大，
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怒吼，鼓
舞了“一二·九”运动的蓬勃开展。

从清华学堂出来，沿着清澈的万泉河水
蜿蜒北行，在一片葱郁的林木丛中，“西南
联大纪念碑”庄严肃穆。

1938年，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
开大学组建成的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在周
恩来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
勤”方针下，联大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在
党组织的指导下，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爱国
民主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西南联大也被喻
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下转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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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供图

本报讯（记者 欧金昌）广西财
政厅近日发布的今年财政资金保障情
况显示，全区年初共计压减“三公两
费”3亿多元，这些资金全部用于发
展教育。其中，自治区本级压减的
0.43亿元统筹用于支持南宁教育园区
高校发展，各市县压减的2.61亿元

主要用于学前教育相关项目支出。
据悉，上述“三公两费”包括因公

出国出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会议费和培训费。2021年
广西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压减的

“三公”经费全部用于教育领域补短
板。在编制年初预算时，广西财政厅

要求区直部门按5%的比例压减“三公
两费”。初步统计，广西今年已压减“三
公两费”支出预算3亿多元，总体压减比
例6.7%。其中，自治区本级压减0.43亿
元，压减比例5%；各市本级压减1.52亿
元，压减比例8.2%；县级压减1.09亿
元，压减比例6%。

广西压减3亿元“三公两费”用于发展教育

要说让家长们诟病不止又不得不
投身其中的事，校外培训会位列其
中。

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
康，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唯
恐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别
的孩子都学那么多，咱们不学一下还

行啊？于是，争先恐后。
出现这种状况，校外培训机构

的推波助澜脱不了干系。校外培训
原本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满足了
一些个性化和差异性教育需要，而
眼下仿佛成了资本逐利的战场，不
符合资质、管理混乱、借机敛财、

虚假宣传、与学校勾连牟利等问题出
现。5 月 21 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并强
调，要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
坚持从严治理。要明确培训机构收费
标准，加强预收费监管，严禁随意资
本化运作，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
利的产业。

打蛇打七寸。治理校外培训机构，
铲除资本逐利的土壤，无疑是关键一
招，这需要社会各方齐心协力。当校外
培训机构真正回归公益性属性，其“虚
火”也会随之降温。

莫让良心行业变成逐利产业
苏鹏

快评新新

本报讯(记者 任朝霞） 近日，
上海市教委等十三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上海未成年
人校外教育的意见》，明确要面向全
体未成年人，完善校外教育公共服
务体系，提供普惠性、多层次、可
选择的优质校外教育资源。

《意见》明确，要拓展深化校外
教育内容，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校外教育
体系，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
践、科学探究、实验操作，积极开
展足球、田径、游泳等体育活动，
帮助每名学生掌握2至 3项体育技
能，养成终身锻炼习惯，培养学生
在音乐、美术、书法等方面的鉴赏
能力和艺术素养，引导学生体认日
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

动。
《意见》还就落实校外实践活动课

程、打造校外教育活动品牌、优化校
外教育场所布局、建设校外主题教育
系列场所、推进更多场所向未成年人
开放、推进在线资源平台建设、配齐
优化校外教育工作队伍、健全校外教
育师资培养体系等提出具体要求，并
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分工。

上海完善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①①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
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
办法的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政教合
一的“喇嘛王国”成为历史。这一
天，也是新西藏的起点。70 年沧桑
巨变，70年波澜壮阔。

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
校，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2%，青壮年
文盲率高达95%。到2020年，西藏共

有普通高等教育院校 7 所，中等职业
学校 12 所，中学 143 所，小学 827 所，
幼儿园2199所，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
达 99.93%。“三包”政策已让西藏近
900 万人次的学生受益，政府累计投
入资金200多亿元。

图①为拉萨中学的毕业生在校园
里练歌，准备参加毕业典礼（新华社记
者任用昭摄）。

图②为一名藏族女孩在西藏双湖县
嘎措乡小学内享受“三包”（包吃、包住、
包学习费用）政策（2014 年 6 月 29 日新
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图③为 2017 年 11 月 10 日，西藏大
学举行首届博士研究生毕业典礼，向 4
名毕业生授予博士学位。这4名博士分
别来自藏族历史专业、藏语言文学专业
及高原医学专业（新华社记者觉果摄）。

影像背后的西藏70年教育变化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