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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9月7日给北京师范大学“优
师计划”师范生回信，对他们寄予殷
切期望，并在北师大建校120周年和
第三十八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向该校
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和问
候，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
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入学一年
来，你们通过课堂学习和支教实践，
增长了学识，开阔了眼界，坚定了到
基层教书育人的信念，我感到很欣
慰。

习近平指出，北京师范大学是我
国最早的现代师范教育高等学府，为
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希望你

们继续秉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的校训，珍惜时光，刻苦学习，砥砺
品格，增长传道授业解惑本领，毕业
后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努
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
师，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2021年起，国家启动“中西部欠
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简
称“优师计划”），由教育部直属师范大
学与地方师范院校采取定向方式，每年
为832个脱贫县和中西部陆地边境县
中小学校培养1万名左右师范生。近
日，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代
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入学以
来的学习收获，表达了毕业后扎根基
层教书育人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

到 祖 国 和 人 民 最 需 要 的 地 方 去
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

祝全国广大教师节日快乐

本报北京9月8日讯（记者 高
毅哲） 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
励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
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努力
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
师，祝全国广大教师节日快乐。9月8
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
席庆祝第38个教师节暨北京师范大学
建校120周年大会，宣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回信并讲话。

怀进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给北
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回
信，对他们寄予殷切期望，并在北师
大建校120周年和第38个教师节来临
之际，向该校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
示祝贺和问候，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
节日的祝福，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教
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师生的亲
切关怀，寄托着对新时代教师立德树
人、教书育人的殷切期望，为建设高

质量教师队伍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教育系统要认真学习领
会，坚决贯彻落实。

怀进鹏强调，北京师范大学要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以建校
120周年为新起点，勇担重任，加快
发展，奋力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建设。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将学习贯彻重要回信精神与深入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结

合起来，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二是坚持立德树人，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
人，奋力培养堪当重任的时代新人。
三是坚持服务需求，精准对接国家战
略需要，加强有组织科研，加快建设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四是坚持深化改
革，创新教师培养模式、评价体系，
深入实施“优师计划”，努力培养党和
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

庆祝第38个教师节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20周年大会举行
怀进鹏宣读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的回信

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的同学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入学一年

来，你们通过课堂学习和支教实
践，增长了学识，开阔了眼界，坚
定了到基层教书育人的信念，我感
到很欣慰。值此北京师范大学建校
120 周年之际，谨向全校师生员
工、广大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
挚的问候！

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最早的现
代师范教育高等学府，为国家培养
了一大批优秀教师。希望你们继续

秉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
训，珍惜时光，刻苦学习，砥砺品
格，增长传道授业解惑本领，毕业
后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努
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
师，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教师节即将来临，祝全国广大
教师节日快乐！

习近平
2022年9月7日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回 信

本报北京9月8日讯（记者 高毅
哲）今天，以“推广普通话，喜迎二
十大”为主题的第25届全国推广普通
话宣传周（以下简称“推普周”）在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开幕。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全国推
普周领导小组组长怀进鹏视频致辞。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语委
主任，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副组长田
学军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
省长，省语委主任张治礼出席开幕式
并讲话。

怀进鹏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语言文字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语言文字
工作特别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怀
进鹏强调，自199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
推普周以来，推普周在宣传引导社会
语言文字规范使用、提高人民群众语
言文化素养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国家语言
文字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在
新征程上，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
切嘱托，用好推普周平台，凝聚推广
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高度共识。
要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全
社会营造和谐健康的语言环境。要肩
负起新时代的光荣使命，积极探索数字
化赋能新思路新举措，着力提升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和质量，服务教育
强国、文化强国建设。

田学军对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提出工作要求，指出要坚决扛起
宪法赋予的法定责任，以人民为中
心、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推广普及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持续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推动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进展。

张治礼表示，云南省将全面加强
新时代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
广普及工作，谱写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区建设新篇章。
开幕式前后，田学军一行深入福

贡县老姆登村、第一中学、石月亮乡
依陆底幼儿园，贡山县独龙江乡九年
一贯制学校，怒江州减贫中心以及泸
水市和谐社区幼儿园、和谐社区扶贫
车间调研，分别了解推普助力乡村振
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青壮年劳动力和
基层干部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情况。调研期间，田学军同志看望了

“人民楷模”高德荣同志。
推普周期间，推普周领导小组各

成员单位和全国各地、各行业系统，
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等也将围绕本
届推普周主题，开展推普“智能+”
展示、典型案例宣传展示、普通话测
试员专业化队伍推普志愿服务、系列
新媒体“云上活动”等，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第25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开幕
凝聚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高度共识

心怀皓月 感念师恩

【中教评论·观察】

推进“双名计划”培育更多新时代“大先生”
➡➡➡详见第二版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教师队伍整体面貌发生格局性变化
➡➡➡详见第五版

本报北京9月8日讯（记者 焦以璇）“收
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我内心感到无比骄傲与
自豪。毕业后我将回到家乡——贵州黔东南，扎
根基础教育，努力做教育改革的奋进者、学生成
长的引导者，为中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挥洒自己
的无悔青春。”习近平总书记的勉励，更加坚定
了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优师计划”定向
就业师范生熊国锦的从教信念。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9月7日，在北京师范
大学建校120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师范
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回信，对他们寄予殷切期
望。在这所有着“师范教育排头兵”称号的高等学
府，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从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起，“优师计
划”学子的命运就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
一起。北京师范大学英语专业“优师计划”定向
就业师范生李若雨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把立志从教回报家乡的个人梦想，融入国家
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为中西部教育事业发展贡
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作为一名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我深知教
育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地区的重要性。今后
我定不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不负母校的
悉心培养，毕业后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这一年里，物理学专业

“优师计划”定向就业师范生杨皓博看见了大山外
不一样的世界，他不仅在专业学习上收获颇丰，还
积极投身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来自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北京师范大
学生物科学专业“优师计划”定向就业师范生张
然说：“我希望自己毕业后回到新疆老家时，能
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教师，用自己的学识、阅
历、经验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让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浸润学生的心田。”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体现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育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
对北师大师生和学校建设发展的深切关怀。”北
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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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要将重要回信精神与“四
有”好老师重要讲话精神贯通学习，坚守“为民
族复兴办教育、为国家富强育英才”的办学初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
育引导广大青年学子珍惜时光，刻苦学习，砥砺品格，传承校训精神，到祖国
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不仅肯定了我们的成绩，而且再一次强调了培养‘四
有’好老师的重要性。到2035年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需要我们建设
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我们当不断努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党
的领导，坚持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为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四有’好老师而努力
奋斗。”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四有”好老师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顾明远表示。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四有”好老师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林崇德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对“优师计划”师范生的勉励，充分阐释了办好师范教
育和实施好“优师计划”的重大意义。师范教育，传给学生的不仅是文化知
识、教育教学技巧，还有师德师风。“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既是北师大的校
训，又是师范教育中培养师德师风的总纲领。只有办好师范教育，才能培养出
数以千万计的“四有”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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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临近，各地各校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师节主题庆祝活
动。

◀9月8日，安徽省淮北市濉溪路小学学生展示自己制作的
教师节贺卡。孩子们通过制作手工贺卡、诗朗诵等方式，向辛勤
付出的老师献上美好的祝福，表达感恩之情。

万善朝 摄
▼9月6日，浙江省仙居县第六小学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师

节活动，师生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接教师节。
王华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