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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梦想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千秋伟业同筑梦 百年风华再扬帆

回望百年的奋斗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奇迹；眺望
前方的奋进路，到2035年，我国将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刻，本报特约地方教育
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向党的百年华诞献上诚挚祝福，并深情寄语未来，畅想2035教育发展的美好愿景。

■适逢党的百年华诞，祝福我们的党
永葆青春，祝福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
盛。北京教育系统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使命，到 2035 年努力实现高水平教育现
代化，建成高质量现代教育体系，办好人
民满意的首都教育，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
生出彩的机会。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
副书记、市教委主任

■建党百年蓝缕路，践行初心再启
航。面向未来，展望2035，天津教育将始
终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坚守，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深化改革，促进公平，提升育人质量，增强
服务能力，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现代化教
育强市，砥砺谱写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厚重答卷。

——天津市委教育工委
常务副书记、市教委主任

■风雨如磐百年奋斗，行稳致远续
开 新 程 。 党 的 百 年 华 诞 之 际 ， 展 望
2035，河北省教育系统将牢记“两个务
必”，继承发扬“赶考精神”，高质量办
好人民满意教育，在立德树人成效、教
育公平普及、人才培养水平、教育服务

能力、教育治理效能等方面迈上
新台阶、取得新跨越，奋力写就
新时代河北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崭
新篇章。

——河北省
委教育工委书
记，省教育厅党
组书记、厅长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上，山西教育开启了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新
征程。展望 2035 年，山西教育必将深度
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山西转型大局，教育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加创新完
善，教育现代化目标基本实现，在建设教
育强国的伟大实践中进一步展现山西担
当、作出山西贡献！

——山西省委教育工委
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

■历经百年沧桑，走过苦难辉煌，
在党的领导下，教育发生翻天覆地变
化，取得全方位、历史性成就。踏上新
的历史征程，内蒙古将以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不进则退的危机感加快追赶超
越，着力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到2035
年与全国同步实现教育现代化。初心所
向，行远必至。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党组
书记、厅长

■辽宁已迈入建设教育强省新征
程，将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
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
标，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推进教
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推
进新时代辽宁振兴发展作出新贡献。

——辽宁省委教育工委
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
记、厅长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充分彰显，民族复
兴的历史伟业正在中华大地壮丽绘就。
吉林教育将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使命，紧密服务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
在接续奋斗、砥砺前行中不断书写“中
国教育，吉林答卷”新篇章。

——吉林省教育厅党组
书记、厅长，省委教育工委
副书记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
展望未来，黑龙江省教育将始终把服务
国家“五大安全”和“六个强省”战略
作为责任使命，围绕高质量主题，构建
优质公平的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产
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支撑龙江
振兴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服务全民的
终身教育体系，努力发展龙江特色优质
教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展现
新作为、作出新贡献！躬逢建党百年，
深情祝福我们的党，穿越风雨，永葆芳
华；乘风破浪，历久弥坚！

——黑龙江省委教育工
委常务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
书记、厅长

■我们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全面深
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使上海教育事业
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主要指标接近全球
城市先进水平，率先构建高质量教育体
系，以优异的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
委副书记、市教委主任

■在继往开来的历史时刻，我坚信
中国教育人必将以信仰之光照亮前行之
路，续写建设教育强国的新篇章。我也
坚信 2035 年的江苏教育必将更加公平、
更加优质、更加美好，课堂引人入胜、
学校给人智慧、教育让人温暖，学生学
习快乐、教师从教幸福、家长放心信
任、社会普遍认同，适合的教育充分发
展，教育现代化全面实现。

——江苏省委教育工委
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

■良渚再续千年约，红船铸就党旗
魂。伴随着建党百年征程，浙江教育书
写了辉煌的篇章。面向2035年，浙江将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快建成高水
平现代化的教育体系，让人人都有人生
公平的起点、人人都有实现梦想的机
会，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示范区的伟大实践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
用！

——浙江省教育厅党委
书记、厅长

■安徽红色基因代代传承，革命精
神红遍江淮。建党百年来，安徽教育事
业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砥砺前行、改天
换地。眺望前行路，我们将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
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增强教育自
信，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建设新阶
段现代化美好安徽提供强有力支持，以
优异成绩庆祝建党百年。

——安徽省委教育工委
书记

■回望百年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矢志奋斗，铸就“中国奇迹”；启航新
征程，中国共产党必将引领中国行稳致
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党的领
导下，福建教育将坚守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初心使命，全面开启建设福建高质
量教育体系新征程，努力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福建篇章。

——福建省委教育工委
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站在新的
历史交汇点上，我们当秉持初心，砥砺
奋进，胸怀“两个大局”，贯彻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推进江西教育高质
量发展，在红色热土上奋力书写江西教
育的新篇章，奏响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
教育强音。

——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书记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祝
愿伟大的党永葆青春，越来越强大！我
们将在新的伟大时代，坚持人民至上，
以行动践初心，以实干担使命，为党旗
添光彩。到2035年，全面实现教育现代
化，各项教育主要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为山东全面实现现代化发挥关键支撑作
用。

——山东省委教育工委
常务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
书记、厅长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展望2035
年，我们国家总体将实现教育现代化，
迈入教育强国行列。届时，河南教育强
省战略将取得突破性进展，期待河南教
育总体实力和影响力再上新台阶，河南
的孩子能够享有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
育！

——河南省委教育工作
领导小组秘书组组长，省教
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值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
衷心祝福我们的党更加坚强有力，人民
更加幸福安康，祖国更加繁荣富强！我
们将不断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
导，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使命，着力推进我省教育
现代化，为加快建成教育强省、教育强
国努力奋斗。

——湖北省教育厅党组
书记、厅长

■千秋伟业，百年风华。值党的百
年华诞之际，我们衷心祝愿伟大的党青
春永驻，伟大的事业续写辉煌。展望
2035年，我们将在党的指引下实现新跨
越，切实构建起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
理念、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高质量教育
体系，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全面进入
科教强省和人力资源强省行列，谱写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
教育新篇章。

——湖南省教育厅党组
书记、厅长，省委教育工委
书记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广东
教育系统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奋勇前进，以粤港澳
大湾区和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
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为契机，高质量
建成教育强省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
示范区，为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
新的辉煌提供坚强保障。

——广东省委教育工委
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

■历史荣光烛照现实，百年恰是风
华正茂。我们将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
智慧和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加快构建高质量教
育体系，推动广西教育加快发展、转型
升级、全面提质，奋力谱写建设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的教育新篇
章。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
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厅
长、党组书记

■站在建党 100 周年新的历史起
点，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伟大新征程，海南教育系统将始终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
量，坚决扛起国际教育创新岛建设主体
责任，努力办好人民满意和自贸港建设
需要的教育，奋力打造新时代中国教育

开放发展新标杆，坚决完成党中央赋予
海南教育的历史使命！

——海南省教育厅党委
书记、厅长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我们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使命更加坚定。我们将认真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广大
师生在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弘扬
红岩精神等伟大革命精神，心怀“国之
大者”，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坚
信，到2025年，重庆基本实现教育现代
化；到 2035 年，重庆实现教育现代化，
我们的国家成为教育强国。

——重庆市委教育工委
书记、市教委主任

■红船南湖启航，宣誓为民为国伟
业初心。饱经百年风雨，东方巨轮破浪
前行正青春。步入新阶段，践行新理
念，融入新格局，百万四川教育人将赤
胆循脉践行初心，奋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

——四川省教育厅党组
书记、厅长

■百年党史铸就辉煌，不忘初心感
恩奋进。今天的贵州教育，正奋力跨越
托起美好“黔”程。值此中国共产党建
党 100 周年的伟大时刻，衷心祝愿党的
教育事业蒸蒸日上，祝福贵州教育明天
更加美好！

——贵州省委教育工委
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
记、厅长

■党的辉煌百年，也是云南教育砥
砺前行、翻天覆地的奋斗百年，规模从
小到大、普及水平从低到高、发展质量
由弱向强。百年正风华，征程再扬帆，
云南教育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只争
朝夕的劲头推进更高水平普及和更高质
量发展，以教育现代化支撑云南现代
化，实现云岭各族儿女孜孜以求的教育
梦想。

——云南省委教育工委
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

■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
党。在党中央亲切关怀、全国人民援助
下，西藏教育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
史性成就。展望未来，我们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不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教育高
质量发展，与全国同步实现教育现代化。

——西藏自治区教
育厅党组副书记、厅长

■陕西是科教大省，要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主线，弘扬
和传承延安精神、“西迁精神”，打造

“三个课堂”，实施“课堂革命”，推动教
育高质量发展，加快教育强省建设，到
2035年，率先在西部地区总体实现教育
现代化。

——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副书记、省教育厅厅长

■我们由衷地对党的百年光辉历程
和伟大成就感到自豪，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甘肃教育将
锚定2035奋斗目标，加快构建高质量教
育体系，努力打造公平共享、特色鲜
明、开放创新的西部教育高地，在建设
幸福美好新甘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
的进程中展现教育更大格局、更大担
当、更大贡献。

——甘肃省委教育工委
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

■百年奋斗成伟业，立德树人谱新
篇。展望2035，我们将瞄准总体实现教
育现代化的目标，统筹推进各类教育协
调发展，在新的起点上建设高质量教育
体系，让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
惠及全省人民。

——青海省教育厅党组
书记、厅长

■百年来镰刀锤头铁质的信仰，在
华夏大地书写出一支支春天的故事，在
人民心田长出一簇簇幸福的花朵。初心
如磐，党旗领航，试看稳步前行之中
国，立德树人聚人才，科教兴国迎复兴。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
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党
组书记、厅长

■回望历史沧桑巨变，眺望百年风
华正茂。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我们将
在践行宗旨意识中站稳人民立场，在深
化教育改革中激发前进力量，在传承胡
杨精神、兵团精神和老兵精神中赓续红
色血脉，在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初心使命中大力培养爱国爱疆、担当奉
献的时代新人。到2035年，兵团各级各
类教育相互衔接，线上线下学习相互融
合，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密切协同，总体
实现教育现代化，形成具有兵团特色的
现代教育体系。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