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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
情总结了过去 100 年中国共产党向人
民、向历史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激昂发
出了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
赶考之路的号召。作为教育信息化工作
者，也是时代的答卷人，我们倍受鼓舞，
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推动教育信息化工作迈向新
征程，不辜负这个美好的时代。

一、牢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
命，增强做好教育信息化工作的责任
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中，“人民”“复兴”“发展”等词一次次
强而有力地响彻中华大地。其中，“人
民”出现 86 次、“民族”出现 55 次、“中

国共产党”出现 54 次。充分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建设
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工程，教育现代化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内
在要求。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
是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推动公共教育服
务优质均衡的必然选择，将有利于贯彻
落实教育大计，助力教育振兴乡村，服
务国家发展大局。作为一名教育战线
的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坚持与时代同
步，以人民为中心，勇担历史重任，积极
作为，发挥自身优势，牢记初心使命，为
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二、尊重人民和历史的选择，坚
持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近

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
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 70 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
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
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
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
系。”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讲
话，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更加深刻认
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特
别是党中央权威所发挥的集中统一领
导力量，在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中的关
键作用；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
也是人民的重托。教育事业开创新

局、谱写新篇，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和
顽强奋斗。为此，我们要毫不动摇地
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党对教育
事业的全面领导贯彻好、落实好。

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确
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事业的接班
人寄予了厚望，指出“未来属于青
年，希望寄予青年”。我们要在教育
信息化工作中牢记“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使命，将“立德树人”初心贯
穿于教育信息化工作的各方面、全过
程。（下转第三版）

推动教育信息化工作迈向新征程
中央电化教育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李萍

教育部近日印发 《中小学生校外
培训材料管理办法 （试行）》，对培
训机构自编的面向中小学生的所有线
上与线下、学科类与非学科类培训材
料提出了全面规范要求。

《管理办法》对中小学生校外培训
材料质量提出哪些要求？不同类型的
校外培训材料如何进行分类管理？违
规使用校外培训材料会有什么后果？
记者就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采访。

内容关：注重思想性、科学
性、适宜性，列出负面清单

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整顿是
一个系统工程，加强对培训材料的管
理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长期以来，校外培训材料的编写缺乏
基本规范，存在着育人导向欠缺、超
标超前严重等诸多乱象，严重影响到

“时代新人”的培育。
“从宽泛意义上看，凡是关涉育人

的材料，都要慎之又慎，都应加强管理，
一旦有疏忽，会酿成严重后果。”在江苏
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原所长成尚荣看来，

《管理办法》的出台，就是让校外培训材
料管理有了政策依据、制度保证和科学
引导，并有了具体可行的操作办法。

记者注意到，《管理办法》对校外
培训材料的思想性、科学性和适宜性
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二是内
容科学准确，容量、难度适宜，与国家课
程相关的内容应符合相应课程标准要
求，不得超标超前。三是符合学生成

长规律，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学习需求，
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鼓励探究创新。

同时，《管理办法》 强调培训材
料中严禁出现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
破坏民族团结、宣扬宗教迷信、植入
商业广告或者变相的商业广告等 12
种情况。这些都是必须牢牢守住的底
线，也是培训材料审核的负面清单。

“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学科类
还是非学科类，只要是培训机构编写
的用于面向中小学生培训时使用的所
有材料，都在 《管理办法》 覆盖范围
之内，没有死角，没有遗漏。”教育
部校外培训教育监管司负责人强调。

资质关：既要思想正、品德
优，又要能力强、经验多

多位专家表示，校外培训材料具有
量大面广、种类繁多、更新较快等特点，

需要一批高水平编写研发人员来支撑。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

院执行院长张志勇强调，相关人员必
须在思想政治上过关，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汪明则认为，校外培训材料的编写研发
人员既要有学科知识背景，还要有一定
的教育教学经历，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
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只有这样，
校外培训材料的质量才更有保障。

为此，《管理办法》 专门对编写
研发人员的资质提出了明确要求：政
治立场坚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从事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
上，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社会形象
等。（下转第三版）

教育部发文全面规范面向中小学生培训使用的材料——

校外培训材料要过“三关”
本报记者 高众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笔谈
教育部直属机关党委 教育部新闻办 中国教育报刊社 合办

本报讯 （记者 孙军） 为鼓励广
大教师长期从教、终身从教，青岛市
教育局日前决定在每年教师节等重要
时间节点设置教师职业礼遇，以中小
学、幼儿园为主体组织实施。

青岛市设置教师职业礼遇按照从
业时间点，分入职，从教 10 年、20 年、
30 年和退休三部分。其中，新教师入
职礼遇包括中小学、幼儿园结合升旗
仪式举行新教师宣誓仪式和与指导教
师结对拜师的仪式；开展新教师上好
第一堂课、带好第一个班的活动；开
展为新教师上好职业生涯规划课，指
导新教师做好职业发展规划活动。

教师从教 10 年、20 年、30 年礼
遇包括中小学、幼儿园颁发从教 10
年、20年、30年证书，并邀请毕业生
代表、学生家长代表等参加证书颁发
仪式；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从教 10
年、20 年、30 年教师校内公开观摩

课、教育教学业绩展示、从教故事评
比 （讲述） 等活动；中小学、幼儿园
进行第一次证书发放时，对满10年未
满 20 年的教师发放从教 10 年证书，
对满 20 年未满 30 年的教师发放从教
20 年证书，对满 30 年及以上的教师
发放从教30年证书。

按照 《青岛市教育局中小学 （幼
儿园） 教师荣誉退休制度》 要求，教
师退休礼遇包括开展退前谈话，肯定
成绩，征求意见建议；开展上好退休
前最后一节课或教育教学业绩展示活
动；举行隆重退休仪式，颁发退休证
或纪念册 （纪念章） 或赠送纪念品；
做好退休后走访、定期体检、参加相
关活动的服务工作。

青岛市教育局局长刘鹏照表示，
青岛实施教师职业礼遇，旨在进一步
激发教师工作活力，推动全社会形成
尊师重教浓厚氛围。

青岛为教师设置职业礼遇
向从教满30年及以上教师发放证书

焦点聚聚

本报讯 （记者 欧媚） 近日，国
家发改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印
发 《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
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针对校外
培训机构过度逐利行为，加强对义务
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问题的
监管，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对面
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收
费的管理，参照执行。

通知规定，校外培训收费实行政

府指导价管理。义务教育阶段线上和
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属于非营利
性机构收费，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管
理，由政府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
幅度，并按程序纳入地方定价目录。
各地制定的浮动幅度，上浮不得超过
10%，下浮可不限。培训机构在政府
制定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内，
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各地要坚持学科类校外培训公益

属性，合理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
度。要区分线上和线下以及不同班型，
分类制定标准课程时长的基准收费标
准。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
具体的分类标准。要建立收费政策评估
和动态调整机制，适时对收费标准进行
调整完善。

培训机构要全面使用教育部和市
场监管总局统一制定的《中小学生校
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严格履

行合同义务，规范自身收费行为，不得
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提高或变相提
高政府制定的培训收费标准，不得在
培训费外另行收取其他费用。要依法
严厉查处超过政府指导价收费，采取
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
围、虚增培训时长等方式变相提高收
费标准，虚假宣传，价格欺诈以及不按
规定明码标价等行为。对情节严重、
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例，要公开曝光。

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

校外培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没有“掐尖”招生，没有陪读，没有熬
夜，更没有一名学生参加校外培训；但教学
质量却非常好，连续4年，高二学考合格率
分 别 为 96.1% 、 99.66% 、 100% 、 100% ，
2020 年高考本科上线率为 81%，2021 年更
是高达91.4%。连续两年，在岳阳市全市普
通高中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中排名第一。报名
情况也从过去“求着学生报名”，变为现在

“家长争相让孩子挤进来”。
这所学校，就是湖南省岳阳市第十六中

学，一所县域普通高中。

超常规——
区委、区政府力排众议用能人

4 年前，这所学校还叫岳阳市君山区第
一中学，是君山区最好的高中，但教学质量
并不高，全区 6 所初中每年约 1600 名初中
毕业生，中考前350名的，几乎没有人愿意
报这所学校。“干脆不要办了。”有人对新任
君山区教育局局长彭海泉说。

“学校办不好，怎么能留住人心，君山
又何谈发展？”君山区委、区政府下决心改
变现状。2017 年，君山区投入近 2 亿元，
在原计划建区委、区政府办公地的位置，举
全区之力建起一所崭新的学校，君山一中整
体搬入，并改名为岳阳市第十六中学。

“一定要办出水平，让老百姓满意。”几
任君山区委、区政府领导下了决心，“举全
区之力办好十六中”成为共识，“‘超常
规’，这，就是标准。”

首先是校长。校长是学校的灵魂，有一
位好校长就有一所好学校，时任许市中学校
长的夏忠育，被任命为岳阳市第十六中学新
校长。

“初中校长变成高中校长？”任命一出，
很多人大吃一惊。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副校
长何军也来自许市中学。这里，有必要介绍
一下课改典型——许市中学。

记者曾经到许市中学采访过两次，这所
君山区的农村初中，此前经过夏忠育和同事
的 10 年课改，从农村薄弱校蜕变成课改名
校，教育质量有极大提升。夏忠育也成为湖
南省首批“未来教育家”培养对象、教育部
中小学名校长领航工程“夏忠育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

“高中能跟初中一样？”“一天高中都没教过，能当高中校长？”“君山就没人
了？”各种反对声不绝于耳。

君山区委、区政府仍坚持。“夏忠育是个只晓得做事的人，你要全力支持。”
时任君山区委书记谢胜把彭海泉叫到办公室，一再叮嘱。

“校园内的事他放手搞，校园外的事全归我。”彭海泉表态。
其次是师资。原君山一中的教师，愿留的、考察合格的留下，其余全由区教

育局统筹安排；所缺教师，从各师范院校引进优秀毕业生，同时全国招聘，截至
目前，共新进教师93人。

再其次是招生。之前岳阳市的城区高中，每年在君山区的招生指标是 240
人。君山区政府明确表示：“从2017年开始，高中全部学生只在本区就读。”

（下转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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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伦娥

徐鹏

通讯员

张晓雅

娄梦瑶

岳阳市
第十六中学
师生在课上
讨论。

资料图片

9 月 6 日，武艳梦 （中） 在引导学
生下车并把他们交接给文林小学一名等
候的值班教师 （左）。

新学期伊始，昆明公交集团在昆明
市 主 城 区 开 行 了 多 条 “ 校 园 公 交 专
线”，采取“一校一策”“一线一策”的
方式为广大师生家长提供出行服务。

今年 28 岁的武艳梦和 43 岁的杨文
刚是昆明公交集团的专职司机。自“校
园公交专线”开通以来，两人在做好各
自日常公交车驾驶工作之外，成了固定
搭档，在上下学时间负责苏家塘至文林
小学间“公交专线”的开行。

截至 9 月 1 日，昆明公交集团已先
后开行了 3 批共计 28 条“校园公交专
线”，新线路的客流需求信息仍在持续
征集。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开“专线”送学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