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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精神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在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上，广大教育工作者立足教育系统自身
特点，在推动贫困地区教育面貌发生格
局性变化、奠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坚
实基础等方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扶贫教授”廖和平带领评估团队，深
入重庆、贵州、四川、黑龙江、吉林等13个
省份的3000多个行政村，开展贫困县退出
专项评估检查和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
评估，撰写各类评估报告和决策咨询建议
累计105份、315万字，扎实做好脱贫攻坚
的“质检仪”和“助推器”。“博士书记”张骅3
年驻村1000多天，逐户制定脱贫方案，激
发群众内生动力，使贫困群众人均年收入
由2017年的2900元提高至2020年的1.2
万元。“名校长爸爸”陈立群婉拒百万年薪
聘请，离开繁华都市和亲人，远赴黔东南偏
远山区无偿支教，成为当地唯一一所普通
高中校长，躬身教育扶贫……数以万计的
教育系统干部扑下身子，沉下心来，扎根
基层，带领乡亲们奔小康。

“义务教育有保障”是“两不愁三保障”

的重要指标，“控辍保学”则是实现目标的
重要任务。千千万万的教育工作者踏遍千
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想尽千方百计、说
尽千言万语，以实际行动为“义务教育有保
障”上紧保险阀。甘肃省康乐县的“劝返小
分队”用19张火车票、9天车程和超过万里
的行程找回了失学的三姐弟；在云南，蒙自
市第三小学教师李乔生、曹盛昌每周坚持送
教上门，教患有脑瘫和肢体二级残疾的小童
识字算数……为了实现“该入学的一个不
少，已入学的一个不走”的目标，在崇山峻岭
中，在茫茫人海中，一支支劝返工作队进行
地毯式走访，全面摸清全乡辍学底数情况，
不知疲倦进行宣讲，通过劝返入学、补偿教
育、送教上门等方式让失学孩子重新开始
了学习生活。

教育战线通过直属高校定点帮扶、高
校对口支援、职业教育东西协作等方式，
打响了教育脱贫攻坚战。高校因地制宜、
因人施策、分类规划、分类指导，精准对接
贫困县实际需求，探索出了教育扶贫、智
力扶贫、科技扶贫、产业扶贫、健康扶贫、

消费扶贫、文化扶贫等具有“高校品牌”的
特色扶贫路径。北京化工大学将城市生
活垃圾、作物秸秆等高效分离提质预处理
技术引入定点扶贫的内蒙古科尔沁左翼
中旗，促进农牧业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
展，帮助农民增收节支，解决贫困人口就
业。吉林大学累计引入扶贫资金1500万
元，利用“快速液化农业废弃物改良盐碱
土壤综合利用技术”，改良盐碱耕地1300
亩，实现玉米最高增产每公顷1632.5公
斤，累计带动1000余户贫困户脱贫致
富。“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小我融入大我，
青春献给祖国”等特色扶贫活动，“旅游扶
贫联盟”“非遗（文创）扶贫联盟”等高校

“扶贫联盟”，推动扶贫方式从“独立团”向
“集团军”转变。

2013年，扎史达瓦家成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他曾一度犹豫是否让孩子们放
弃学业。“得益于国家资助政策，大女儿
顺利考上大学并回到家乡幼儿园任教。”
扎史达瓦说。现在，他的二女儿在云南
民族大学读大三，长子在德钦中学读初
二，同样享受着国家各项教育惠民政策，
没有后顾之忧。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
系统打出了高校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定
向招生专项计划、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专升本专项计
划等一系列保障入学机会公平的“组合
拳”，建立起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
的全学段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决不让一
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庄严
承诺得到彻底践行。

脱贫攻坚中，广大教育工作者以行
动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扶贫故
事，他们中有用生命托起大山希望的“燃
灯校长”张桂梅，有40多年扎根深山学
校的支月英……在教育人的努力下，贫
困地区孩子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作者单位分别系教育部高等学校社
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中央财经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育奉献】

推动贫困地区教育发生格局性变化

脱贫攻坚精神 不负人民守初心
张翔 张丽琴

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
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中国人民意志品质、中华民族精神
的生动写照，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的充分彰显，赓续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总书记说】

【精神阐释】

脱贫攻坚精神的内涵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
引领伟大事业。在脱贫攻坚伟大斗争中
形成的脱贫攻坚精神，是中国精神、中国
价值、中国力量的充分彰显，是全国人民
在新时代砥砺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上下同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
突出位置，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谋划，强力
推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积
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汇聚强大合力。

尽锐出战。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
质量完成，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队伍
作风。党中央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
节，优中选精、强中选锐，积极向脱贫攻
坚主战场配置工作力量。

精准务实。脱贫攻坚，贵在精准，
重在精准。各地积极贯彻落实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方略，对症下药、精准滴
灌、靶向治疗，确保扶贫扶到点上、扶到
根上、扶到家庭，确保扶真贫、真扶贫。

开拓创新。在脱贫攻坚实践中，我
们党坚持扶贫开发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模式创新，找到了脱贫致富的有效路径。

攻坚克难。面对脱贫攻坚硬仗，我
们党久久为功、锲而不舍，团结带领全
国人民披荆斩棘、栉风沐雨，攻克了一
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

不负人民。在脱贫攻坚伟大斗争
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
走共同富裕道路，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放在第一位，积极践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和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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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有
着2.8亿多名学生和1700多万名教师的
教育系统，堪称整场疫情防控战争中最
重要的局部战场之一。教育部一次又一
次紧锣密鼓地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战疫
相关工作；各地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纷
纷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制
定周密方案，组织力量开展防控，把责任
落实到单位、落实到具体人，做好行政区
域内教育部门和学校的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疫
情面前，全国教育工作者深入落实“严防
扩散、严防暴发，确保校园一方净土、确
保师生生命安全”，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坚持战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奋力打
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医学类院校及高校附属医院的教师
和医务工作者由党员带头，充分发挥专
业优势，主动请缨，临危受命，勇赴抗疫
第一线。截至2020年2月10日，123所
高校287家附属医院派出7924名医护
人员驰援武汉及湖北省。“抗击疫情，医
生就是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冲上去？”
广州医科大学钟南山教授不顾年事已
高，挤上高铁餐车，星夜兼程，赶赴武
汉。“这回我把胆留在了武汉，真的与

武汉市民肝胆相照了”，天津中医药大学
张伯礼教授在抗疫一线连续多日超负荷
工作，导致胆囊炎发作，在武汉接受了胆
囊摘除手术，术后不下火线，在病床上架
起小桌办公。“疫情不退我不退”，年过七
旬的浙江大学李兰娟教授带领团队坚守
武汉58天，每天只睡3小时，脸上被口罩
勒出了重重的压痕。在这场全民战疫中，
以医学类院校及高校附属医院医务工作
者为代表的教育人，用精湛的医术、无畏
的奉献，诠释了教育人的使命与担当。

教育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
校，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发布疫情防控
信息、知识以及奋战在一线的教育医护
人员典型故事。地方教育部门和高校纷
纷通过校园网、微博、微信等渠道，向广
大师生、家长进行疫情防护宣传。为帮
助广大抗疫工作者和学校师生做好心理
防护，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发挥人
才优势，组织心理健康教育专家，紧急开
通心理支持服务。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陆续开通电话心
理支持服务热线，由经验丰富的心理咨

询师接听，服务因新冠肺炎疫情产生不
良情绪的人群，帮助和引导师生消除不
稳定情绪，乐观积极应对疫情。

抗疫大考，科技先行。疫情发生后，
教育部组织高校迅速行动，发挥高校人
才科技优势和多学科综合交叉优势，勇
于担当作为，积极主动参与科研攻关，配
合科技、卫生健康等部门专业力量共同
攻关，聚焦流行病学、药物研究、疫苗开
发、快速检测、中药制剂等方面的应急科
研攻关，为疫情防控提供科技支撑，为战
疫持续注入高校科技力量。2020年2
月，由清华大学紧急研发的“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成功通过应
用测试；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采取体外膜
肺氧合技术，成功救治新冠肺炎患者。
厦门大学针对疫情防控不同场景下的检
测需求，研发出新冠病毒抗体快速检测
试剂盒，在国内疫情应急防控和“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等各个阶段发挥了重要科
技支撑作用。

停课不停学，齐心抗疫情。疫情暴
发后，学校作为人口密集型场所，取消一
切聚集性教育教学活动，不提前返校，
不提前开学，最大限度阻断疫情传播扩
散渠道。开学可延期，学生成长不能延
期。教育部统筹整合国家、地方和学校
相关教学资源，提供丰富多样、可供选
择、覆盖各地的优质线上教学资源，全
力保障师生的教与学，打响了一场“停
课不停学”的攻坚战。广大教师利用在
线教育资源平台，指导学生居家学习，
力争将疫情对教育教学造成的损失降到
最小。在举国抗疫背景下，教育系统经
过半年多的努力，实现了校园内“零感
染”，秋季全面、正常、安全开学。在

“停课不停学”大考中，教育人交出了
令人满意的答卷。

（作者单位系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
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教育奉献】

教育战线抗疫斗争勇担当

抗疫精神 举国同心聚伟力
朱博宇

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
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总书记说】

【精神阐释】

抗疫精神的内涵

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精神的生动
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
涵。

生命至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
国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实施史无前例
的严格管控。作出这一决策，需要巨大的
政治勇气，需要果敢的历史担当。护佑人
的健康、拯救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价值、
维护人的尊严，这就是生命至上的伟大精
神。

举国同心。面对汹涌疫情，白衣逆
行驰援湖北，346支国家医疗队、4万多
名医务人员毅然奔赴前线。人民军队闻
令而动，火速开赴重点防疫地区。全国
近400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严防死守，亿
万人民积极配合，织牢织密社区防控
网。14亿多中国人民及广大侨胞凝神聚
力，形成共抗疫情的滚滚洪流。

舍生忘死。在这场疫情中，各条战线
的抗疫勇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困难面
前豁得出、关键时刻冲得上。他们中有的
同志甚至以身殉职，以血肉之躯筑起阻击
病毒的钢铁长城，用生命挽救生命。

尊重科学。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
国秉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把遵循科
学规律贯穿到决策指挥、病患治疗、技
术攻关、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为战
胜疫情提供了强大科技支撑。

命运与共。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
全球性危机，中国第一时间主动向世界卫
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通报疫情信
息，第一时间发布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等信
息，第一时间公布诊疗方案和防控方案，
并与多国专家联合开展疫情防治技术攻
关，向多国提供抗疫援助，充分诠释了中
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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