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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论党的青年工作》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 6 月 21 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
志 《论党的青年工作》，近日由中央
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
关 于 党 的 青 年 工 作 的 重 要 文 稿 60
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也是党的未来和希望。代表广大青年、
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是我们

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从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
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深
刻把握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规律，加
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召开党的历
史上第一次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
出台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
划，印发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中央
名义发布的少先队工作文件，部署共

青团改革，推动青年工作取得历史性
成就。习近平同志围绕党的青年工作
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
党的青年工作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
职责使命、实践要求，深刻回答了新时
代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
建设什么样的共青团、怎样建设共青
团等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课
题，把我们党对青年工作的规律性认
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为做好新时代

党的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对于更好团结、组织、动
员广大青年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奋斗，
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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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义务教育站上历史新起点——

从“有学上”迈向“上好学”

2012—2021 年 ，全 国
小 学 净 入 学 率 从
99.85%提高到 99.9%以
上

本报记者 林焕新 高毅哲
办好义务教育事关亿万少年儿童健康成
长，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10 年来，我
国义务教育认真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崇
高使命，聚焦人民群众所急所需所盼，努力
满足人民群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
美好期盼。
6 月 21 日，教育部召开第五场“教育这
十年”“1+1”系列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义务教育改革发展成效。

规模之变：兑现“一个都不能
少”承诺
塘房小学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仁市巴
铃镇牛场坪村，是一所距镇政府驻地 13 公
里、距市政府驻地 30 公里的村级完小。过去，
几乎一无所有的学校被当地村民称为
“石旮旯

里的塘房小学”。如今，这里发生了巨变——
学生从 75 人发展到 555 人，辍学率为 0，校舍
从 392 平方米增加到 6000 余平方米，校园
面积由 2000 平方米增加到近 30000 平方
米，成为
“石旮旯里的奇迹”。
义务教育阶段“一个都不能少”是党
和国家作出的庄严承诺。发布会上，教育
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带来了一串和
塘房小学一样暖心的
“增长”
数据。
2012—2021 年，全国小学净入学
率从 99.85%提高到 99.9%以上，初中
阶段毛入学率始终保持在 100%以上。
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脱贫家庭学生
辍学实现动态清零，长期存在的辍学
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适龄残疾儿童
义务教育入学率超过 95%。
（下转第三版）

1057 万人
2012—2021 年 ，义 务 教 育 专 任 教
师总数从 909 万人增至 1057 万人，
增加了 148 万人

①湖南省株洲市二中附属小
学学生在学习轮滑。 资料图片
学学生在学习轮滑。
②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创新实
验小学教育集团课堂上，
验小学教育集团课堂上
，教师依
托智能终端上课。
托智能终端上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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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 6 月 21 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20 日至 21 日赴山西省太原市、晋中
市调研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到太原
理工大学、山西大学、晋中学院、潞
安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钢铁
（集团） 有限公司，考察毕业生就业指
导服务、促进就业政策落实、生涯规
划教育、校园招聘等情况，听取高校
和企业负责人、教师和毕业生代表的
意见建议，并召开有关部门和部分省
市、高校负责同志座谈会。她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多次作出
重要指示批示。今年高校毕业生历年
最多、达 1076 万人，为做好今年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有关部门专门出台
了工作方案，千方百计开拓市场化就
业渠道，挖掘政策性岗位潜力，加快
各类招考工作进度，支持创新创业带
动就业，推动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
量就业。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毕业生

湛蓝的天空下，
明黄色的校舍前，
宽广
的操场上，孩子们在自由自在地奔跑、嬉
戏；
崭新的录播教室里，
教师们利用先进的
教育信息化设备在开展教研活动；社团活
动中，
有的学生在跳舞，
有的在弹民族乐器
库姆孜……
这些，是吉根乡小学党支部书记马腾
发给记者的照片，与 3 年前采访时所见到
的那个“西部第一校”相比，照片上的画面
熟悉又陌生。
“欢迎再来看看，再来就是很大的变
化！”
马腾说。
于是，
在同样的夏季，
记者重访了距首
都 4000 多公里的吉根乡小学。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变化

离校前的关键期，成立工作专班，健
全工作机制，优化就业指导服务，确
保大部分高校毕业生在离校前后落实
就业去向，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孙春兰强调，当前全国疫情形势
持续向好，为促进毕业生就业创造了
有利条件。各地要加快考试招录进
度，使更多毕业生尽早落实去向。连
续 7 天社会面没有新发疫情的城市要
正常开展校园招聘活动，积极为用人
单位进校招聘、毕业生出校求职提供
便利。要把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
就业家庭以及有残疾的、较长时间未
就业的毕业生作为重点帮扶对象，摸
清底数、“一人一档”、“一生一策”，
加强针对性的就业服务。高校要将就
业指导融入课程设置，加强思想政治
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就业观、价值观，找准自我定位，积
极选择职业和工作岗位，同时强化素
质教育，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增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匹配度。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大美边疆

“基本均衡督导评估认定的主要
目标之一，
就是缩小县域内义务教育
学校差距。”田祖荫表示，2021 年，
国家监测复查结果显示，全国近
3000 个县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
展水平总体上达到了国家标准
要求。总的看，全国县域内义
个
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校
际差距、城乡差距均大幅缩
到 2021 年底，全国 2895 个
小。
县级行政单位均通过了国家
“义务教育工作的重心
督导评估
已由
‘基本均衡’转到
‘优质
均衡’
上来。
国务院教育督
导委员会办公室将稳步
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督导评
万亿元
估认定工作，
同时
对各地县域义务
2012—2021 年，财政性义
教育基本均衡发
务教育经费从1.17万亿元
展情况进行监
增加到2.29万亿元
测复查，
持续传
导压力，
强化政
府责任，
确保均
衡发展水平不
滑坡。
”田祖荫
①
说。
%以上
②

拓宽就业渠道 优化指导服务
保持高校毕业生就业总体稳定

﹃ 他 们 守 边 ，我 们 守 护 他 们 的 孩 子 ﹄

费 从 1.17 万 亿 元 增 加 到 2.29 万 亿
元，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
比例始终保持在 50%以上。
这 10 年，教育部认真落实脱贫
攻坚重大政治任务，聚焦义务教育
有保障，健全控辍保学联控联保长
效机制，加强跨部门数据比对和精
准摸排，挂牌督战重点地区，切实做
好劝返复学工作，确保辍学学生找
得到、劝得回、留得住。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田祖荫
指出，为督促地方各级政府落实义务
教育责任，
国家建立了县域义务教育
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制度，
由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具体
组织实施，2013 年启动了国家督导
评估认定工作。
到 2020 年底，
全国有
2809 个县通过国家督导认定，占当
时全国总县数的 96.8%。2021 年，国
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克服疫
情影响，持续推进县域义务教育基
本均衡发展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工
作，先后对广西、西藏等 6 个省份的
94 个 县 进 行 了 国 家 督 导 验 收 。到
2021 年底，全国 2895 个县级行政单
位均通过了国家督导评估。

孙春兰在山西调研时强调

回访﹃西部第一校﹄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小学
——

本 报 北 京 6 月 21 日 讯（记 者
高毅哲 林焕新）今天，教育部举行
第五场“教育这十年”
“1+1”系列发
布会，
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义务教育
改革发展成效。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
长吕玉刚表示，
2012—2021 年，
我国
义务教育在实现全面普及的基础上，
仅用 10 年左右时间实现了县域基本
均衡发展，
成为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史
上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这 10 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办
好义务教育作出全面系统部署。
《国
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
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
见》等系列重要文件先后印发，并从
布局规划、学校建设、经费投入、教
师队伍、学校管理、质量评价等方面
完善义务教育政策保障体系。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财政资金投入、公共
资源配置等优先保障义务教育，
2012—2021 年，财政性义务教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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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飞 5 个多小时到喀什，再沿吐
伊高速驾车 200 多公里，才能到达吉根乡
小学——学校位于西山山脉与塔里木盆地
西缘交会处的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
州乌恰县吉根乡。
吉根乡地处祖国最西陲，这里有很多
本报
“西部第一”
的标识，
“西部第一乡”
“西部第
记者
一饭店”
“西部第一哨所”
……吉根乡小学外
墙上则刷着醒目的大字——
“西部第一校”
。
虽然已是 6 月中下旬，这里的气温却
易鑫
仍然很低，
马腾穿着厚厚的棉衣。
走进一年
级教室，
教师闫婷正在上语文课，
使用的是
全新的电子白板。
“非常方便，我们教学更
灵活了，
多媒体课件形式生动，
很受学生欢
迎。
”
闫婷说。
在办公区域，新建的录播室，高清投
影、摄像机等设备一应俱全。
左侧的活动室
区域，则专门为教师们开辟出了一间小型
健身房，
有跑步机、沙袋和各种器械……
教室后面是忙碌的施工场地：崭新的
200 米红色塑胶跑道，白色的跑线清晰醒
目；
右边是几台大型挖掘机正在施工……
“这是 3 年前的那片荒草地？”
记者问。
“对！新操场下个学期就可以正式使用
了，那边施工的地方准备建一座三层教学
楼！”
“建三层教学楼？
咱们一个年级就一个
班，
需要这么多教室吗？
”
“ 需 要！上 次你们来的 时候，学校有
159 名学生，现在我们有 187 名学生，一年
级的孩子有 42 个，还有一些其他年级的孩
子从县城回流，
也许以后就要扩班了！”
“回流？
为什么？
”
“因为我们这两年教学质量提升得快
呀！去年小升初，
我们吉根乡小学有 5 个孩子考上了内初班，
在全县排第一！”
“为啥提升这么快？
”
“因为政策好！这几年从新疆师范大学、昌吉学院引进了不少年轻教师，去年我
们还和县里的实验小学结了对子，实验小学派了 5 个经验丰富的教师过来轮岗支
教，传帮带我们的年轻教师！县里和乡里都特别支持学校工作，刚刚你们看到的那
个教职工健身房，
就是县里妇联批 5 万多元建的……”
如马腾所言，吉根乡小学从硬件到软件，从教学到师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变化，
太大了！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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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志愿如何科学填报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的学生在进行足球比赛。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的学生在进行足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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