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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在第三十七个教师节
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 9 月 8 日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
表回信，对他们寄予殷切期望，并向全国广大教师致
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你们以黄大年同志为榜
样，立足本职岗位，凝聚团队力量，在教书育人、科研
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我感到很高兴。

习近平强调，好老师要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希望你们继续学习弘扬黄大年同志等优秀教师
的高尚精神，同全国高校广大教师一道，立德修身，
潜心治学，开拓创新，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
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不断作出新贡献。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

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黄大年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
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教育
部 2017 年启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
动，首批认定的 201 个教师团队来自全国 200 所高
校，覆盖各学科门类和东中西各省份。近日，首批教
师团队的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教学、科研
等工作情况，表达了坚守教育报国理想、为民族复兴
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

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 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
你们好！来信收悉。你们以黄大年同志为

榜样，立足本职岗位，凝聚团队力量，在教书
育人、科研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我感
到很高兴。

好老师要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希望

你们继续学习弘扬黄大年同志等优秀教师的高
尚精神，同全国高校广大教师一道，立德修
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真正把为学、为
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

作出新贡献。
教师节即将来临，我向你们、向全国广大

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
习近平

2021年9月8日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回信

在第三十七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回信，引发教育
系统广大干部教师的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教师的嘱托，真正把为
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学为人师，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教书育人不只是教师的本职工作，更是要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做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是教师的
使命。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郑州大学教授左其
亭和他的团队回味良久。左其亭表示，要从学生的
每一件小事做起，从教育的点点滴滴做起，用真心
和汗水浇灌学生成才之路，用“大先生”之心传道

授业，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上海市奉贤中等专业学校校长杨旻深感责任重

大：“我们要以黄大年为榜样，洞悉学生的内心世
界，用心倾听学生的心声，帮助、引导中职学生树
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做好人生成长的职业规划，做
职业学校学生多元发展、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

荣获第二批山东省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青
岛理工大学测控技术与机电工程教师团队负责人赵
正旭表示，要时刻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全
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重发挥课程和科研育人
功能，用坚定的信念引领人、用深厚的情怀感染人、用
丰富的学识造就人、用创新的担当激励人。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轻工化工系教授任艳玲说：“我们将不断强化党建
引领、全程科创，开展小班育人，四驱联动、跨专业多

维立体协同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带领学生下工厂、
进基地，苦学知识、巧创新，勤于解决产业实际问题。”

行为世范，当好立德修身的奉献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好老师要做到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这为广大教师把黄大年等优秀教师的高
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指明了方向。

“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的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
的回信，心情万分激动！”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姚克表示，浙江
大学首支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连续11年奔赴
西藏、内蒙古、新疆等10个中西部省区，实施免费
复明手术，同时为当地培养了一批白内障手术医
生，很好地践行了“既授之以鱼，又授之以渔”的

“教育支边”公益理念。
“我既是师者又是医者，师者立德树人、塑造灵

魂；医者仁心仁术、救死扶伤。”最近荣获“出彩河
南人”2021最美教师的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
授崔姗姗表示，37 年来，在传承中医、教书育人的
工作中，深深感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之光荣和重
大。接下来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
心，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与创新，既传道
授业解惑，更立德修身，以身作则。

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合肥工业大学
决策科学与信息系统技术团队带头人杨善林院士表
示，团队将始终坚持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
引领广大青年学子不辜负所处的伟大时代，为经济的
转型升级、社会的繁荣稳定、人民的幸福安康、人类的
文明进步不懈奋斗。 （下转第九版）

矢志传道授业 不忘师者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引发强烈反响

在第三十七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回信，并向全国
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习近平
总书记回信勉励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
继续学习弘扬黄大年同志等优秀教师的高尚精神，
同全国高校广大教师一道，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
拓创新，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
生成长的引路人，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不断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充分肯定了全国高校黄
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立足本职岗位，凝聚团队力
量，在教书育人、科研创新等方面取得的可喜成绩，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教育事业和广大教师的亲切
关怀与特殊厚爱。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高瞻远瞩、
情真意切、催人奋进，是全国 1790 多万名教师真正
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引路人
的思想指引。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面向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学习贯彻落实好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学习继承发扬好黄大年
等优秀教师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高尚精神，对于
我们落实“双减”任务，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坚守
教育报国理想、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具有重要意
义。

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

长的引路人，广大教师要立德修身。德者，师之魂
也。近年来，教育系统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师德楷
模，他们坚守初心、爱生如子、心系国家、勇于担当，
师德之光如璀璨星辰光耀神州大地。立德修身，就
是要学习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涵养
高尚师德、敢于担当奉献；就是要坚持教书和育人
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不能只做传授书
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
味的“大先生”，努力成为学生锤炼品格、奉献祖国
的引路人。站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
赶考路上，广大教师要心怀“国之大者”，引导学生
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坚定与时代同向
同行的信心，同人民一道拼搏、同时代一道前进，将

“小我”融入“大我”之中，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
任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
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
长的引路人，广大教师要潜心治学。揆诸现实，全
球大变局悄然发生，知识更迭速度不断加快。相较
于外界环境的变化，教师潜心治学才能获得以不变
应万变的定力，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在实实
在在的行动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教师潜心治
学应有不断求理念更新、求学识长进的态度。对于
学生渴求的知识，教师当如蚕食桑叶，消化而吐锦
绣之丝；面对学生所处的课堂，教师要有打造“金
课”的意识，让课堂具有真金白银的分量。教师潜
心治学要有抵制不良风气和金钱诱惑的自觉，专心
育人。教书育人来不得半点浮躁，金钱主义最容易
破坏教师职业的形象。教师要有向有偿补课、功利

化育人说“不”的坚定，守好师德底线，将自己生命
的价值融入学生生命的成长中。

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
长的引路人，广大教师要开拓创新。“今日之学校是
行以求知的地方。有行动的勇气，才能有真知之收
获，才有创造之可能。”开拓创新是教育事业乃至伟
大中国梦实现的不竭动力，但做到做好实非易事。
广大教师首先要有胸怀祖国的情怀和勇攀高峰的
勇气，这是破旧局、开新局的力量源泉。正如黄大
年式教师团队那样，一项项举世瞩目的创新发现源
于祖国人民迫切所需，源于几十年从未间断的坚
持。广大教师开拓创新，要有俯下身来贴近学生的
态度。无论是校长用“散步”时间给团队成员讲项
目，还是教师与学生“泡”在实验室里，只有瞄准现
实问题，建立学习研究共同体，携手攻坚克难才能
打破僵局。广大教师开拓创新要有脚踏实地、乐于
吃苦的精神。万丈高楼平地起，创新来源于调研，
来自于脚下所走的土地。把汗水挥洒在基层一线，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是实践证明了的颠扑
不破的真理。

壮阔的新征程已经开启，当好学生成长的引
路人，做好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是广
大教师的责任，更是广大教师的荣光。广大教师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不忘立德树人初
心，坚守教育报国理想，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全社会应该共同努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共
同构建良好育人生态，继续在伟大的奋斗征程中
创造属于教育的辉煌，书写属于中华民族的灿烂
篇章！

当好引路人 奋进新征程
——热烈庆祝第三十七个教师节

社 论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这是黄大年生命的底色。
黄大年，中共党员，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生前担任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2017年1月8日因病不幸去世，年仅58岁。

1988 年，黄大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
愿书中写道：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着加
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才是一
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黄大年以大我之心、赤诚之情，践行了他的入党
誓言，更成为了亿万国人的骄傲。2009年，黄大年作
为东北地区第一个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放弃国外优
厚待遇毅然归国，以战略科学家的气魄，为国家地球
深部探测技术运筹帷幄。

回国后，作为国家“863 计划”项目首席专家，他
秉承科技报国的理念，将一个又一个高端科技项目推
向世界最前沿。

他是给地球做 CT 的人，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

理学家。他的科研可以上天、入地、潜海。他让中
国地球物理勘探正式进入了“深地时代”。多项“中
国第一”由他带领的团队创造，中国的超高精密机
械和电子技术、纳米和微电机技术、高温和低温超
导原理技术等多项关键技术进步显著，快速移动平
台探测技术装备研发也首次攻克瓶颈，突破了国外封
锁。

为学、为事、为人，黄大年都做到了行为世范。
师者也，教之以事而喻诸德。在黄大年的笔记本

电脑里，给每个学生都建了学习笔记和读书报告文件
夹，在开会休息时他通过邮件批阅。每次出差午休时
间，他会通过视频通话，给学生解答问题。

“我是在为国家培养人才，马虎不得。”黄大年常
说。他时长鼓励学生将个人价值与国家前途命运紧
密联系在一起，培养了一批“出得去、回得来”的人才。

中国长春，吉林大学，地质宫，507室窗下始终有
盏长明的灯。

那是黄大年常年办公的地方。他不求名利，甘于
奉献，长年不休，带病工作，把生命最绚丽的部分献给
他钟情的教育科研事业。

黄大年之一生，实现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
之行的统一，把个人梦想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壮阔篇章之中，充分展现了一名新时期教育
工作者和留学归国人员的奉献精神和崇高品格。

2017 年，这盏灯灭了，但黄大年的精神留了下
来。从黄大年到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传承，是最好的
弘扬。

教育部于2017年启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创建活动。黄大年式的“星火”在各学科门类、东中
西部各省份燃起。

首批认定的 201 个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来自全国
200所高校。他们大道至简，万殊一辙，不畏艰难，始
终如一。几十年兢兢业业，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张远航团队构建了富有特色的区域大气复合污

染防治技术体系；60 摄氏度高温环境下挥汗如雨仍
坚守在测试现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机械工程教师团
队在机电系统测控与信息化等技术领域取得累累硕
果，形成鲜明的特色；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汉语教师团
队为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有着
70年办学底蕴的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现代轨道交
通技术团队，成为全面助力铁路行业及地方轨道交通
建设大发展的人力资源库⋯⋯

三尺讲台，挥洒汗水为师；一方沃土，刻苦钻研为
师；广袤天地，辛勤探索为师；知识海洋，传道授业解
惑为师⋯⋯而这些教师团队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今年4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开展第二批全国高
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的通知，越来越多的教
师团队获批，践行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崇高使命。

斯人已逝，而精神丰碑永驻。
本报北京9月9日电

大我之心报国 师者之魂育人
——从黄大年到“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本报记者 郭馨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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