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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精神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
广大教师紧紧追随党的领导，胸怀祖
国、心怀梦想，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展现出伟大的精神气质。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先
行者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
国，极度苦难、极度屈辱。从中国共产
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完成了开天辟地的救国大业，
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
务。

师之大者，为国为民。国破山河
碎，有一群教师挺身而出，担起救亡与
启蒙的重任。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是
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
1920年在北京大学先后开设“唯物史
观”“现代政治”等5门课程，在广大师
生与民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青
年》的创办者陈独秀1917年1月起任北
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编辑
部迁至北京。1918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工作的毛泽东在此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
仰。1919年，陈望道受聘为浙江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教师，后因参加新文化运动
辞职，1920年受陈独秀等人委托翻译出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加
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0年，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努
力下，北京、上海、武汉、长沙、济
南、广州等地纷纷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
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

成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从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火种，

到建立中国共产党，教师是其中一股坚
实的力量。

疾风知劲草，坚定信念跟党走。在
革命战争中，英雄的教师成长为无畏的
斗士。毛泽东同志的老师徐特立，在蒋
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
进入低潮时，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共产
党，成为一代教师典范。毛泽东称他是

“坚强的老战士”。“红岩烈士”王朴，
在党的领导下创立按照“高等教育”方
法培养学生的莲华小学，成为重庆中共
地下党组织的一个活动据点。他们展示
了教师群体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

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探索，以艰苦
卓绝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为党的教育思
想奠定基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看
到了教育的巨大力量，李大钊关注劳工
教育、妇女教育；陈独秀重视农民教育
等，主张教育以所有国民为对象，启发
广大人民的自觉；邓中夏以北京大学平
民教育演讲团名义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
习学校；毛泽东在长沙创办工人夜校、
湖南自修大学，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等等。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使劳苦大众接受教
育“是解放他们脱出现在压迫的必要条
件”之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
义文化教育方针。

视教育为战场，一生从教播火种。
一大批教师到祖国各地办学从教，为革
命培养了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和斗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杨明
轩毕业后回家乡陕西任教，呼吁用革命
精神发展师范教育事业，被毛泽东誉为

“最先进最英勇的战士和旗手”。革命教
育家董纯才是陶行知的学生，在陕甘宁
边区、东北解放区主持教育工作，深刻

践行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的奉献精神。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
产党感召下，知名教授闻一多、民主战
士李公朴、著名学者陈垣等走出象牙
塔，积极参政议政，呼吁“人民至
上”。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在抗日
烽火中率领师生举校西迁，坚持办学7
年之久，培养了李政道、程开甲、谷超
豪、叶笃正等科学界精英。教育家陶行
知毕生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被毛泽
东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听从祖国召唤的应征者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
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改天换
地的兴国大业，全国人民积极投身社会
主义建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
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迅
速完成了对旧中国教育制度的社会主义
改造。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党的教育
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
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党的
领导下，教师不仅在本职岗位上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力
军，更积极参与新中国各项事业，国家
的需要就是他们的选择。

“我有平生志”，时刻准备着为百废
待兴的共和国奉献一己之力。新中国成
立之初，百废待兴，各级各类学校的教
师，时刻准备着为国奉献力量。清华大
学教授林徽因不顾病魔缠身，参与国
徽、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梁思成研制
共和国首都新北京城市规划方案。

慷慨赴国难，新中国教师勇赴朝鲜
战场，保家卫国。1950年6月25日，朝
鲜内战爆发，随后美国入侵朝鲜，同时
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新中国遭到
严重安全威胁。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
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

策。教育工作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支
援抗美援朝战争。北京大学教授汤用
彤、清华大学教授华罗庚等纷纷发表演
讲，鼓励青年学生参军。唐山工学院
（现在的西南交通大学）师生组建“抗
美援朝工程队”，三次赴朝在战火中成
功抢修机场。

一生身许国，甘当无名英雄，为
“两弹一星”等事业鞠躬尽瘁。1956
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确立了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开始大规模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生产出第一台拖拉机、第
一 辆 汽 车 ， 自 行 研 制 出 “ 两 弹 一
星”……邓小平同志说：“如果60年代
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
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
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两弹一星”事业创办之初，数以
万计的大学毕业生、人民教师、工人和
技术人员，陆续来到一片戈壁大沙漠上
安营扎寨，默默奉献。1958年，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成立，钱学森任近代力学系
主任，培养了一大批创新型专业人才。
程开甲回国后先后在浙江大学和南京大
学物理系任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南开大学等都完成了多个技术项目，为

“两弹一星”研制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
听党话跟党走，服从党的召唤，到

西部去到边疆去。广大教师以实际行动
支持国家的整体教育布局，如交通大学
部分教师怀着报效祖国、投身建设的热
情，离开大城市上海，带着图书、仪
器，携家属迁到西安，对增强西部地区
高等教育实力、对西部大开发发挥了重
要作用。“全国模范教师”史瑞芬驻扎
到溧阳著名的“春荒”清水塘当老师，
想尽办法让学生们坚持上课不辍学，提
升当地农民文化素养。

革故鼎新，积极开展教育实验，盼

我中华跃上游。新中国成立后基础教育
领域百废待兴，以霍懋征、斯霞为代表
的一线教育工作者，“承前启后，上下
求索”，努力探求适合中国的教育改革
道路。霍懋征以其“以爱育爱”的博爱
精神，提出教育改革“数量要多，速度
要快，质量要高，负担要轻”，创立了

“五多四好”的“霍式教学法”。斯霞创
造了“随课文分散识字”的教学方法，
突破了传统识字教学识字量限制，提高
了教学质量。

在这个时期，新中国的教师凭着一
腔爱国热忱，响应党的号召，不计个人
得失，将自己的奋斗与共和国事业紧密
联系在一起。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平凡岗位
的不凡奉献者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努力
推进翻天覆地的富国大业。以邓小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强
调：“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
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
针。”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教师群体以

钉钉子精神，在平凡岗位上作出了不凡
贡献。

奋力攻坚克难，在各个领域为祖国
贡献力量。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教师在我国各项建设事
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周培源、
苏步青、王大珩等科学家，武汉大学化
学系副教授查全性等，为恢复高考制度
建言献策。高校在载人航天、量子通
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产出一批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成果，为载人航天工程顺利
实施贡献了力量。2003年非典疫情中，

“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
去谁上去？”教师、科学家钟南山，勇
敢医治患者，为国家提出应对疫情建
议。

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中国本土
教育话语体系。在这个时期，各个教育
领域的教育教学改革如火如荼。辽宁盘
锦第三中学语文教师魏书生，独创“六
步课堂教学法”；江苏南通师范第二附
属小学语文教师李吉林，构建了具有民
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情境教育理论和操
作体系；北京朝阳区实验小学数学教师
马芯兰，进行教学法实验，帮助学生又
快又好地学数学。在高等教育领域，上
海工业大学老校长钱伟长，华中师范大
学老校长章开沅，厦门大学原副校长、
高等教育学科开创者潘懋元教授等，推
动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学校发展模
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澜带领团队首
创“新基础教育”实验，研究成果广泛
应用于中小学教学实践。在这个时期，

教师群体积极开展教学实验，为构建中
国本土的教育话语体系而努力。

做时代楷模，模范履行教职，促进
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危难时刻，
教师挺身而出。1998年抗洪救灾中，舍
己救人教师李兴华的事迹，让国人感
动。2008年汶川大地震，四川绵竹东汽
中学教师谭千秋用血肉之躯护住4名学
生。2012年，“全国优秀教师”张丽莉
危机时刻“把生的希望留给学生，把死
的危险留给自己”。献身教育事业，教
师默默坚守。广大农村教师包括民办教
师辛勤工作，为全面实现“两基”目标
立下汗马功劳。在贵州山区支教的徐本
禹，坚守大山深处孤身支教。“80后”
乡村女教师李灵，为留守儿童办学。他
们诠释了高尚的师德和“模范履职”的
敬业精神。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中华民族“梦之队”筑
梦人

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
委员时强调，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
量，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
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推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教师受
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系国运铸民魂，新时代教师肩负重
任。在新时代，教师肩负着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任。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广大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
者，是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
人，要努力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

“四有”好老师，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
路人、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创新思维的
引路人、奉献祖国的引路人。人民教育
家于漪，“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
教师”。教师、院士钟南山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再次“最美逆行”，体现了共产
党员教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时

代担当。他们是新时代
的教师典范。

“三寸粉笔，三尺
讲台系国运；一颗丹
心 ， 一 生 秉 烛 铸 民
魂”。新时代教师堪当

“国之重器”。
“ 师 者 为 师 亦 为

范”，“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做学生
的“大先生”。在新时代，人民教师群
体发扬“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重要
作用，深刻领悟“师者为师亦为范”的
奥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人民教育家
高铭暄，提出“三严”“四能”“五结
合”的人才培养之道。中国首位聋人语
言学博士郑璇教授，探索教育教学模式
创新，引导听障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时代楷模、丽江
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扎根云
南贫困山区40多年，照亮了1804个贫
困山区女孩的未来，以实际行动体现了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引领作用。

人民至上祖国至上，把论文写在祖
国大地上。“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吉
林大学教授黄大年带领科研团队顽强攻
关，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为深地资
源探测和国防安全作出突出贡献。河北
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在太行山创建山区
生态开发模式，被村民誉为“太行山上
的新愚公”。

打磨国之重器，为推动人类文明进
步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
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带领
科研团队艰苦攻关，使量子信息实验研
究成为近年来世界物理学发展最迅速的
方向之一。湖南农业大学教授袁隆平，
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为全球粮食
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百年征程，百年奋斗，广大人民教
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丹心育桃李，
热血铸师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谱写
了壮丽篇章。

[作者朱旭东、刘丽莎、靳伟、郭
绒、薄艳玲、严梓洛、李爱霞单位系北
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朱旭东
系该校教育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
师；周慧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
成人教育研究所；付钰单位系人民教育
出版社中小学（中职）道德与法治（思
想政治）教材国家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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