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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民族振
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史中，教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培育了一代
代追梦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
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教育现代
化加速推进，培养出更多更好能够满足党、
国家、人民、时代需要的人才。

让每一个孩子对自己有信
心、对未来有希望

教育是民生大事，寄托着亿万家庭对
美好生活的期盼，必须握紧改革之钥，筑牢
公平之基。

群山连绵。在半山腰，一排楼房矗立，
国旗迎风飘扬，琅琅读书声在山间回荡。这
是全国唯一的拉祜族自治县——云南省澜
沧拉祜族自治县木戛乡哈卜吗村小学。

多年前，这里的教室用木桩做墙、糊上
泥巴挡风，每到开学前几天，老师们还要当
木匠，修补课桌椅。如今的学校，教室宽敞
明亮，上课用电子白板等多媒体教学设备，
图书室有 3500 册各类图书，食堂里的饭菜
营养可口，宿舍里当年的木板床换成了高
低床。

党的十八大以来，系列政策措施出台，
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推动公共教育资
源向农村倾斜，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不断推进。

统计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全国23
个省份、95.3%的县级单位实现义务教育基
本均衡发展，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
辍学学生实现“动态清零”；覆盖全学段的
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累计资助贫困学生 3.91
亿人次、资助金额达7739亿元。

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头
活水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贵州
六盘水六枝特区的农户们觉得，要致富、要振兴，还得靠科
技、靠教育。

六枝特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是猕猴桃生长适宜区，但
此前由于种植技术含量高、周期长、前期投入较大，大家对
种植猕猴桃的积极性不高。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科技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合作，为六枝特区量身打造了一份猕猴桃产业规划，引进适
应当地生态环境的猕猴桃品种，分别在不同海拔的村寨建立
优良品种示范基地。从“输血”到“造血”，留下一支带不走的

人才队伍是关键。结合示范基地建设，学校
和专家团队为农户们开展猕猴桃全产业链
技术培训，为当地培养了一支稳定的技术
推广人才队伍。

建设国家尊重技能、社会崇尚技能、
人人享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是国家全面
提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的发
展趋势和必然要求。

“十三五”期间，全国职业学校开设
1200 余个专业和 10 余万个专业点，基本
覆盖了国民经济各领域，每年培养1000万
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现代制造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一线新增从业人员 70%以上来自职业学
校。职业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济社会
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

与国家发展同向同行

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离不开教育；提供创新成果、培育经济发
展新动能，更离不开教育。

在今年 5 月举办的北京科技周活动
上，科技冬奥展区内，由北京理工大学自
主研发的高山滑雪智能跟踪拍摄系统亮
相。通过人工智能识别运动目标主体并锁
定，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对选手的全自动对
焦拍摄。

“再过不到一年时间，北京冬奥会将
拉开帷幕。这套系统将助力明年高山滑雪
项目的电视直播。”该项目负责人、北京
理工大学教师褚旭红说。

近年来，围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我国高校不断提升新时代科技创新
能力，为我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提
供着有力支撑。作为创新的源头活水，基
础研究具有基础性、全局性意义。围绕基
础研究人才培养，教育部实施基础学科拔
尖学生培养计划，并将继续开展基础学科
深化建设行动，探索基础学科本硕博连读
培养模式。

面对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趋势，教育
部完善学科专业目录，将“交叉学科”列为

我国第 14 个学科门类。深入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引领带动高校专业结
构调整优化和内涵提升，培养创造型、复合型人才。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全力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社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
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要求的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人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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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王团长”融媒体系列报道④

王团长的名字是“王殿录”“王
奠六”“王殿六”，还是另有其名？

根据之前湖北省大悟县人大常委
会原主任黄世鹏老人提供的线索，湖
北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李桂庭曾
亲历张大包战斗，他极有可能与王团
长并肩战斗过。能否找到这位老人呢？

记者登录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网
站，发送了一份求助信。第三天下
午，记者接到了来自武汉的电话：

“记者同志你好，这里是湖北省人大
常委会。看到你的信后，我们立即想
办法联系李桂庭委员，但很遗憾，这
位老人已经去世了⋯⋯”

谢过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
员，记者心中充满遗憾：是呀，张大包
战斗已经过去70多年，想要找到一位
当年的亲历者，的确不是一件易事。

晚上，记者打开电脑，继续在网
上大海捞针般地搜索关于王团长的信
息，突然，一篇文章跳入视线。

这是一篇个人日志。作者用近万

字记录了自己父亲在战争年代的诸多
经历，包括在随部队挺进大别山时期
的经历。其中一句话引起记者注意：

“大别山上没什么吃的，战士们只能
找野果充饥。副团长王殿禄是本地
人，教大家辨别果子，哪些有毒、哪
些能吃⋯⋯”

看到这个名字和这段记录，记者
立刻打起了精神——这与此前在网上

查到的多份资料一致。在八路军太行纪
念馆网站上有一份 《八路军晋冀鲁豫军
区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其中显示：
1945 年 8 月后，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
第56团，副团长王殿禄。

此前，“王殿禄”这个名字，因为
发音与之前找到的“王殿录”“王奠
六”“王殿六”发音近似，而且也是一
位团级干部，曾引起过记者的怀疑。现
在，这份文字内容说明“王殿禄”可能
曾是挺进大别山部队中的一员。

“王殿禄”会不会是我们一直在寻找
的“王团长”？作者的父亲会不会是我们正
在苦苦寻找的张大包战斗的亲历者？

整整一晚，记者仔细翻看了这位作
者的100多篇日志，推断出作者可能叫
蔡力勋，是西南交通大学的一位教授。

（下转第三版）

卷帙已遍寻 终得英烈踪
本报记者 张婷 张晨 李澈 李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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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网站上
关于王殿禄的记录。

网站截图

本报讯 （记者 高众） 近日，教
育部印发通知，在教育系统深入开展
向“全国优秀教师”王红旭同志学习
活动，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
学校精心部署，重点将王红旭同志先
进事迹学习活动作为贯彻落实教师思
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重要部署的举
措之一，融入师德专题教育，持续加
强宣传引领，提升广大教师政治素养
和师德涵养，推动师德专题教育走深
走实、入心见行。

通知指出，王红旭同志一腔赤诚
爱党爱教，出身教育世家，秉承一
家三代热爱教育事业、从事教师职
业的优良家风，把对教育事业的忠

诚和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化作敬业
奉献、立德树人的至诚行动，在平
凡的教学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
绩。在两名儿童落水的危难时刻，
王红旭同志义无反顾跳进江中奋力
施救，将生的希望留给孩童，自己
被 卷 入 江 中 ， 生 命 永 久 定 格 在 35
岁。王红旭同志将人生追求融入党
和人民教育事业，体现了崇高的精
神追求，以舍己救人的英勇壮举，
深刻诠释了人民教师的精神品格，
以胸怀大爱的师者仁心，铸就了师
爱永恒的精神丰碑。

通知强调，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级
各类学校要大力学习弘扬王红旭同志

崇高精神，引导广大教师以王红旭同
志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厚植教育
情怀，立足本职岗位，立志为祖国和
人民贡献力量；以王红旭同志为榜
样，爱岗敬业、爱生如子，争做党和
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以王红
旭同志为榜样，弘扬高尚师德，潜心
立德树人，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
人；以王红旭同志为榜样，心怀大
我，无私奉献，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
和职业使命感，用模范行动践行新时
代人民教师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教育部组织开展向王红旭同志学习活动
推动师德专题教育走深走实、入心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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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亲历者》

近日，湖南科技大学2021届“行而不辍·未来可期”研究生学位授予仪式举行。全
体校领导与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委员为2021届硕士毕业研究生一一拨穗正冠、颁发
学位证书。 唐亚慧 卢权隆 摄

毕业啦！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近日，
山东省教育厅推出 10 条举措，通过
精细化解读高考政策、精准化开展
培训指导、智能化设计辅助系统、
最大化提供数据参考、个性化开展
模拟演练、贴心化举办公益直播、
全员化开展赠书活动、立体化提升
专业认知、多样化提供咨询服务、
常态化播出辅导节目等举措，给考
生和家长提供全面系统、贴心细心
的服务，助力考生自主、科学、精

准填报高考志愿。
为了将考生的个性特征与发展志

向充分结合起来，山东采取“专业
（类） +学校”模式在普通类常规批设
置 96 个志愿，并设计开发了志愿填
报辅助系统，为考生提供招生计划精
准化检索、志愿预填两大服务功能，
考生可将检索预选的志愿“一键导
入”正式志愿填报系统，增加了考生
填报志愿的时长，促进考生更加充分
地研究报考院校和专业信息。

针对“新高考”新增的专业选课
要求，山东为考生提供“1+6”考生
成绩排序信息，包括 2021 年高考总

成绩分段表，选考 6 科的所有考生总
成绩分段表，使考生既能够了解自己
在学生全部群体中的排位，又能够了
解自己在选科群体中的位次。同时，
系统梳理 2020 年各专业类高考录取
数据并附以各专业类的科普文稿，帮
助考生既了解数据，又了解专业，作
出更加正确的选择。

为了让广大考生提前熟悉志愿填
报方法、流程、操作办法等，山东面
向所有考生开展志愿填报全程模拟演
练，考生可以登录模拟系统进行志愿
填报全真模拟演练。为了防止考生因
体检结论不符合专业要求而被退档，
山东在考生的 《体检结论告知书》 上
增加了个性化提醒服务，根据不同考
生的体检结论，相应展现了考生不能
报考的专业名称，避免考生因体检问
题被退档。

山东：十举措助科学填报高考志愿
关注2021高考高招

本报讯 （记者 高众）“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6 月 24 日，在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教育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职工文
艺汇演在部机关礼堂隆重举行。来自
教育部各机关司局、直属单位数百人
欢聚一堂，用嘹亮的歌声唱响百年辉
煌，用深情的朗诵凝聚奋进力量，用
优美的音乐传承红色基因，用一场人
人参与的文艺汇演把党史学习教育推
向高潮引向深入。教育部党组书记、
部长陈宝生与全体部党组成员及直属
机关党员干部观看了演出。

本次文艺汇演以“颂歌献给党”
为主题，分为“开天辟地”“改天换
地”“翻天覆地”和“惊天动地”4个
篇章，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奋斗历
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
灿烂的阳光下》《在太行山上》 等耳
熟能详的歌曲合唱，唱出了教育系统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初心与使
命；《人间正道是沧桑》《以共产党人
的名义》《信仰永恒》 等催人奋进的
诗歌朗诵，道出了教育战线党员同志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人民满
意教育的信心与责任；舞蹈 《红旗
颂》、经典诵读 《弦歌百年，翻开课
本颂党史》、音乐小品 《追寻》、情景
表演 《“育”见百年正青春》 等别具
匠心的精彩节目，展现了教育部直属
机关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和“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决心与担当。文
艺汇演中，基层党组织负责人领唱领
诵，青年一代党员风采激扬，现场观
众深受感染、深感激励，掌声喝彩声
此起彼伏。这是一场鼓舞人心、振奋
人心、凝聚人心的艺术礼赞，这是一
场一心向党、一切为民、一往无前的
生动党史学习教育公开课。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
久弥新。教育部直属机关全体党员
干部将以隆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为契机，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凝心聚力、砥砺奋进，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不懈奋斗！

颂歌献给党 百年铸辉煌
教育部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职工文艺汇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
士研究生士研究生在上山调研途中在上山调研途中
与农户与农户交流交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学军张学军 摄摄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