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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焦新）办好基础
教育，关系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关
系国民素质提升，关系国家长远发
展，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9月5
日，中国教育学会举办《中国基础教
育》首发暨加强新时代基础教育教师
队伍建设座谈会，庆祝第38个教师
节，喜迎党的二十大召开。教育部部
长怀进鹏、副部长郑富芝，中国教育
学会会长朱之文出席首发式。北京、
上海、江苏、福建、河南、湖南、重
庆、宁夏等省（区、市）教育行政部
门代表、教育学会代表、校长代表、
教师代表以及特邀嘉宾等共40余人参
会。怀进鹏正式宣布 《中国基础教
育》首发并上线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

平台。郑富芝发表讲话，对办好《中
国基础教育》提出了要求和期望。郑
富芝强调，中国教育学会要发挥学术组
织优势，坚持正确方向，坚持理论创新，
坚持实践导向，坚持高起点、高标准，努
力办出一本权威、专业、高端、接地气的
高品质期刊，引领新时代基础教育更好
地改革和发展。

据悉，创办《中国基础教育》杂志，
是中国教育学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
重要举措，这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唯一
带有“中国”字头出版的综合性期刊。
《中国基础教育》将秉持引领理论与实
践创新的定位，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
质量办刊。坚守初心、引领方向，全面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推进“五

育”并举，努力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营
造良好氛围。顶天立地、理实相生，在
权威阐释中央精神上着力，引领推动基
础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继往开来、守
正创新，注重总结新中国基础教育改革
发展的经验，挖掘弘扬中华民族崇文重
教的优良传统，加强对中国特色基础教
育发展道路的理论阐释，着力探索新时
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扎根中国、融通中外，推动有关专家学
者和广大校长教师研究基础教育未来
趋势，及时反映全球基础教育动态，向
全世界讲好中国基础教育故事，展示
中国基础教育良好形象，扩大中国基
础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下转第三版）

引领推动基础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
《中国基础教育》首发暨加强新时代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座谈会召开

“地震了！快跑！”9月5日12时
52分，当地震波袭来，正在食堂吃饭
的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得妥镇中心小学
副校长叶伟“噌”地从座位上站了起
来，来不及放稳筷子，就和同事一起
疏散食堂就餐的学生。

得益于平时经常开展应急疏散演
练，全校师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
无一伤亡。得妥镇距离震中磨西镇仅
10余公里，震后该镇的道路和通信中
断，一度成为信息“孤岛”，中心小学
和幼儿园的校舍损毁严重，多处墙体
出现开裂。

“学校的情况怎么样？师生是否安
全？”得妥镇的情况让人揪心。

“连夜挺进震中！”甘孜州教体
局、泸定县政府立即组成工作组，大
家冒着余震赶往得妥镇，于9月6日凌
晨陆续抵达，并立即展开校舍安全和
危房排查，同时为安置点师生送去了
应急药品，以及猪肉、牛奶、面包、
蔬菜等生活日用品。

“不论情况何等危急，保证学生安
全是我们的第一任务！”叶伟告诉记
者，震后，学校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将教师们分成了安全保障、家长联

络、人员清点、后勤保障等多个小
组，全校41名教职工全部坚守岗位，
守护学生安全。“通信中断，老师们无法
联系上亲人，也不知道家中受灾情况，
但大家都坚守学校，没有一人退缩。”

连日来，各方救援队伍和物资源

源不断抵达得妥，学校安置点也传出
了琅琅书声。叶伟感慨道：“相信在党
的坚强领导下，全校师生齐心协力抗
震救灾，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早日
恢复校园的美丽和祥和。”

（下转第三版）

四川各级教育部门加强地震灾区校舍安全和危房排查——

“始终把师生生命安全摆在首位”
本报记者 鲁磊 《教育导报》记者 刘磊 陈朝和

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得妥镇中心小学教师参与抗震救灾志愿服务。 学校供图

9月5日，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
6.8级地震，多地震感强烈。地震发生
后，地震波及地区幼儿园、学校迅速
转移学生的视频被网友转发、点赞。

通过监控画面，除了能看到老师
们的训练有素、临危不乱，更能感受
到他们的毫不畏惧、奋不顾身。地震
发生后，学校的教师们第一时间先让
学生就近避险，晃动过去后立刻将学生
疏散至操场，自己最后才离开。地震来
袭时，幼儿园的教师在摇晃中奔向午
休的孩子们，有的教师一人抓俩娃，
只为更快将孩子带到安全区域……这
一幕幕让不少网友表示“真的破防
了”，并纷纷点赞：“出事后第一时间

想到的是学生，这才是真正的人民教
师！”

地震发生时，当学生的安危受到
威胁，教师们的第一反应与迅速行动
令人钦佩，甚至让人感动泪目。他们
用无比的勇气证明自己无愧于人民教
师的神圣职责，用义无反顾的逆行彰
显了师者的大爱。有人说，他们就是
那一束束光，在彼时照耀人间。其
实，他们不只照亮了学生的逃生之
路，也让我们所有人看到了那束光的
明亮与温暖；他们不仅仅塑造着学生
的学识与心灵，还是学生生命的陪伴
者、守护者、保护神。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国
1800多万人民教师之中，危急时刻不顾
个人安危、一心保护学生的，数不胜
数。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谭千秋
张开双臂，以雄鹰展翅的姿势，死死护

住桌子下的 4 个孩子；2012 年，在佳木
斯市第十九中学校门口，面对失控的
汽车即将撞上学生，张丽莉勇敢地冲
上前去；2021 年 6 月，重庆一所小学
的体育教师王红旭勇救两名落水男
童，在最后关头把生的希望留给孩子，
自己却被江水冲走……这些伟大的人
民教师，以无私、无畏、无悔之心托起生
命，用实际行动给学生上了最后一课，
也给全社会上了感人至深且极有价值
的一课。这些可敬的人民教师，用生命
托起师魂，用自己的身躯描绘了师者光
辉，诠释了何为高尚师德，何为新时代
人民教师的崇高价值追求。

他们是人民教师的优秀典范，是人
们心中最美的名字；他们是守望校园不
熄的灯火，是万千桃李永远的怀念；他
们是中国教育挺立的脊梁，是这个时代
最可爱的人。 （下转第三版）

守护生命彰显师者大爱
钟焦平

本报北京 9月 7日讯 （见习记
者 程旭）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服务产业转型升级需要，近日，教育
部发布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简介》。

2021年，教育部发布了新版职
业教育专业目录。新版《简介》涵盖
了与新版专业目录配套的中职、高职
专科、高职本科全部专业简介，覆盖
新版专业目录全部19个专业大类、
97个专业类的1349个专业。其中，
中职358个，高职专科744个，高职
本科247个。

新版《简介》呈现出五大特点：
一是体现全局性，呈现人才培养概
貌；二是聚焦适应性，优化职业教育

类型特征；三是注重前瞻性，提升未
来职业能力；四是发挥整体性，促进
贯通融通培养；五是保持简明性，展
示职业教育良好形象。

新版《简介》将中职、高职专
科、高职本科专业简介框架统一调
整为9项内容：专业代码、专业名
称、基本修业年限、职业面向、培
养目标定位、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职业类
证书举例、接续专业举例。

新版《简介》的发布有利于提高
职业教育专业适配产业升级的响应速
度，为学校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了
基本遵循，为学生报考职业院校及继

续深造提供了指导，为校企合作提供
了依据，为用人单位录用毕业生提供
了参考。

教育部将依据新版专业目录和
《简介》，更新完善专业教学标准、实
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岗位实习标准
等系列标准，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
量，更好服务产业发展与社会进步。
教育部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大力宣讲
解读、认真贯彻落实，指导职业院校
依据新版专业目录和《简介》，全面
修（制）订相应专业的人才培养方
案，优化专业定位，更新课程体系，
加强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教育，按要
求组织实习实训。

聚焦适应性 注重前瞻性

教育部发布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简介》

本报北京9月7日讯 （记者 高
毅哲）今天，教育部部长怀进鹏以视
频方式会见希腊教育和宗教事务部部
长妮基·凯拉梅乌斯。双方介绍了各自
教育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并就
进一步深化中希教育合作交换了意见。

怀进鹏积极评价中希两国教育合

作，认为双方在健全合作机制、促进
校际交流、创新语言合作、推动学生
交流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怀进鹏介绍了中国在教育公平、
教育数字化、教育国际化等方面的积
极成效，表示中希双方应以建交50周
年为契机，深化传统友谊，拓展务实

合作，特别是在数字教育、高等教
育、职业教育、学生流动等方面加强
合作。

凯拉梅乌斯高度赞赏两国教育交
流取得的成果，介绍了希腊教育发展
战略，表示愿同中方继续加强政策沟
通，拓展合作空间，实现共同发展。

怀进鹏会见希腊教育和宗教事务部部长凯拉梅乌斯

【理论周刊·学校教研】

新时代教师道德的伦理特征
➡➡➡详见第七版

木铎金声，弦歌不辍；百廿京师，
教育兴邦。

弘道崇德，余味隽永。一百二十
载，风雨兼程，师者传承不休。这是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校训精神的浸
润，更是“盛德励耘，上善乐育”独特
气质的传承，是“涉世或始今日，立身
却在生平”的教诲……流淌于课堂内
外，熔铸于学子们的灵魂血脉之中。

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
四季耕耘。木铎声声，北师大人始终将
校训精神写在心头，将无悔奉献写进心
间。他们用知识托举起亿万学子的明
天，书写与时代同步伐的教育篇章，歌
颂与人民齐奋进的教师礼赞。

百廿师大 弘教兴邦

“让今日的师者也能高举师道的火
炬，把所学所思传递到更远的地方，传
递到更远的将来。”近日，在电影《无
负今日》首映式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梁振华道出心声。

电影回望了师大百余年光辉历程。
梁启超、黎锦熙、启功等一代代师者的

“今日”，组成了一曲师道传承的激荡长
歌。

记忆拉回师大那段悠悠岁月——
“为中国平民教育之首创，开现代

平民学校之先河”“让中国的百姓有书
读、让中国的平民受教育”的声声口
号，振聋发聩。

一部北师大校史，既是近代以来中
华民族寻求教育兴邦的生动记录，也是
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历经世纪风雨的发展
缩影。

办理学堂，首重师范。1902年，
管学大臣张百熙受命重建京师大学堂，
强调“欲求教员，首重师范”，创设师
范馆并于当年开学，中国高等师范教育
由此肇始。

上世纪20年代，学校由高师升格
为师大，首任校长范源廉把中国传统的

“师道”责任赋予师大师生，自此师大
人把“振立师道”担在肩上。

平津沦陷、举国抗战之时，师大参
与组建西北联合大学，飘摇辗转西迁陕甘，为高等师范
教育事业延续火种。

从山河破碎的旧中国到改天换地的新中国，弘文励
教的师道精神在栉风沐雨中薪火相传。

率先制定大学章程、率先选派师范留学生、率先创
编国语教科书；率先开办教育研究科、授予教育学士学
位；率先创办数理刊物、建立心理学实验室、在全国推
广教育技术；倡导并推动设立教师节；首批承担全国中
小学课标研制、中小学教师“国培计划”；参与制定教育
法律法规体系，教师专业标准……

百余年间，从教育救国到教育强国，北师大一直使
命在肩。

在中国师范教育方阵里，北师大
始终是排头兵。120年来，北师大秉持

“开先河”“作表率”的理念，为国家
输送了30多万名各级各类优秀人才，
特别是培养了20多万名高素质优秀教
师。

迈入新时代，北师大坚持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明确了建设“综合
性、研究型、教师教育领先的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定位，提出
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学校着力
构建“高原支撑、高峰引领”的学科
发展体系，铸就中国教师教育的“珠
穆朗玛峰”。

着眼教育“未来时”，北师大立足
改革开放前沿地，辐射粤港澳大湾
区，以珠海校区为试验田探索“学院+
书院”协同育人模式，为全国提供新
时代教育改革开放的高校样本，向世
界贡献卓越教师和拔尖人才培养的中
国智慧。

桃李不言 滋兰树蕙

1983年，北师大老校长王梓坤联
合诸位名师倡导，“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尊师重教月的活动”。1985年，全国人
大将9月10日定为“教师节”，属于我
国万千人民教师的节日从此诞生。首
届教师节庆祝大会师大学子自发打出
标语——“教师万岁”！

2014年第30个教师节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北京师范大学。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国家繁荣、民族振兴、教
育发展，需要我们大力培养造就一支
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
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全
国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
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的好老师。

为师者，立德为先。
“作为‘四有’好老师的首倡地，

北师大肩负着培养追梦人和筑梦人的
双重任务，责任更加重大，使命更加
光荣。面向未来，我们要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坚守培养‘四有’好老

师的核心使命，坚定培养教育家和学术大师的信心和决
心，建立健全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提高人才培养
能力，汇聚一支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教师队伍。”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马骏说。

学校特别注重校训精神所强调的知行合一，推动思
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的紧密结合，打造“身边的思政
课”和“行走在祖国大地上的思政课”。

“时代楷模”、北师大优秀校友黄文秀曾参加过学校
组织的“启功教师奖”寻访调研，作为志愿者赴海南、
广西两地深度采访了3位乡村老师，这次实践让她对家
乡山区的贫困状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坚定了她返
乡的决心。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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