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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
报告，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
富、催人奋进。报告开辟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深入阐释了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重大理论观点。语言文字是文化
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是文化传
承、发展、繁荣的重要载体。语言文
字战线职能部门要全面学习、全面把
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学
深悟透“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
以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政治高度和理论自觉，思考谋划新
时代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

深刻学习领会“两个结合”的思
想内涵，提升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

的政治站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提
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阐
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
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式现
代化，是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
重大问题、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
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开辟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内在逻
辑和迫切要求。“两个结合”是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创性的重大
理论观点，是对中国共产党不断推
动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科学
总结，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的思想精髓，代表了中国共产
党人新的觉悟、新的认识高度。中华
民族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卓
越民族精神培育形成的伟大民族，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扎根中华大地
的伟大事业。我们要从实践和理论层
面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语言文
字事业发展的定位，扎根中国语言
国情，深入思考面向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的语言需求，构建中国特色语
言文字事业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构筑语言文字事业新发展格局。

扎根中国语言国情，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推动语言文字

事业创新发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体现了我们党和人民坚定的文化
自信和强烈的文化自觉。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
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
起来，立足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的深厚历史底蕴，创造性提出一系列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
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
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
基础和群众基础。（下转第二版）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党支部书记、司长 田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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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廿风雨，三江激荡，这里薪火相传一同起航；百川融汇，
三山如画，这里孜孜求学青春激扬。江苏大学，坐落于城市山林
镇江东郊，素有“东郊花园”的美誉。“工中有农，以工支农”是她
鲜明的办学特色和独特的文化情怀。一代代江大人秉承“博学、
求是、明德”校训，在各自领域奋力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图中
主建筑为江苏大学三江楼。 学校供图

三江激荡
实干求真

本报讯（记者 孙军）“以前三
天两头过来检查，特别影响教学秩
序，现在好了，来一次就能全部检查
完，我们感觉负担减轻了很多。”山
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一家美术类培训机
构负责人说，以前来检查的职能部门
很多，除了区教育体育局，还有市场
监管、人社、消防、公安等部门，烦
琐的迎检事务性工作应接不暇。

在青岛市市北区，该区教体局与
驻区市场监管局通过部门协同执法平
台，发现某语言类培训机构投诉数量
有增长态势。两个部门会同研判、迅
速行动，联合执法赴该机构现场查
看，发现该培训机构存在卷款跑路的
风险。在调查案件的同时，教育与市
场监管部门积极开展学员退费和安置
联系工作，协调近500名学员完成退
费，约600名学员通过行业互助进行
安置，维护了学员合法权益。

对教育辅导机构的有效规范，是
青岛市教育行政执法实现政府部门联
合“双随机”检查的一个缩影。这缘
于青岛市教育局贯彻教育部决策部
署，“牵手”政府部门开展“检查人
员随机和检查对象随机”的“双随

机”检查，实现本区域政府部门履行
教育监管职责，以行政执法推动全市
教育高质量发展。

如何确立政府部门联合检查的规
范标准，切实为基层“减负”？青岛
明确，由教育部门牵头、多部门组团
开展的联合检查，要提前送达《“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告知书》，“进一
次门、查多项事”，每个职能部门需
要检查的事项都清楚明白。

为进一步建立教育行政执法检查
工作长效机制，青岛市教育局还提炼
总结本市市南区对培训机构联合执法
的检查经验，在此基础上于全国率先
出台了《青岛市教育局部门联合“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实施细则》《青岛市教
育系统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事项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规范》，实
现了政府部门对培训机构检查工作的
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自2021年
至今，以全面贯彻落实“双减”工作为
契机，市区两级共出动执法检查人员
900余人次，整治校外培训机构2076
所，实施行政处罚立案29件，罚没违
法所得33万余元，纳入黑名单67家。

据了解，近年来，青岛市积极推
行教育执法体制改革，率先建立教育
行政执法制度。青岛被教育部确定为
全国8个教育执法改革试点单位之
一，该市教育局在全国教育系统率先
成立行政执法处，处室设置按照行政

执法处专项推进、机关各处室通力协
作的原则，构建起了教育内部综合执
法、部门联动协作执法和市、区
（市）联动执法模式。此前，青岛市
先后印发《青岛市教育局行政执法专
员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
行政执法工作的实施意见》，修订了
《青岛市教育局行政执法工作规程》
《教育行政执法工作手册》，现有持有
“行政执法证”人员达96人，做到公

务员人人持证；向社会公布18项行
政检查项目、9项“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项目、40项行政处罚项目。

“通过运用‘双随机检查’结
果，标本兼治关切民生。”青岛市教
育局局长姜元韶表示，近年来，青岛
通过加强教育执法来创新监管、优化
服务，更有针对性地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的教育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对教
育的满意度。

青岛建立教育行政执法制度，协同多部门联合执法——

教育执法改革在这里落地见效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法律法规
不断健全，教育系统和社会各界对于
严格落实各项教育法律法规、加强教
育行政执法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
长期以来，我国市县两级教育行政部
门并没有设置专门的行政执法机构，
加之教育行政部门执法制度不完善、
执法界限不清晰、多头执法等因素影
响，教育行政执法很难达到既定效
果，群众满意度不高。

针对校外培训治理这一“双减”
关键环节，山东省青岛市作为全国教
育行政执法试点城市，率先在市一级
教育行政部门成立教育行政执法处，
通过主动联合公安、市场监管、应

急、卫健等部门，建立起职责清晰、
高效协同、部门联动的常态化教育行
政执法机制，不仅解决了教育监管

“政出多门”问题，还及时对教育领
域违法行为依法有效处置。

青岛还通过完善“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实施细则与工作规范，提高
监管执法效能，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标本兼治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提升群
众对教育工作的满意度。

各地只有拿出真招实招，加强教
育行政执法，才能有效维护教育法律
权威，保证教育法律法规规章高效实
施。

（刘殿波）

保证教育法律法规规章高效实施

短评

新新新征程征程征程新新新作为作为作为

“您好，在家吗？我们是蚌埠学院青春宣讲团成
员，请问您对平安社区建设有何意见或建议？”近
日，虽值阴雨连绵，但在安徽省蚌埠市龙湖嘉园社
区，一群年轻的“红马甲”穿梭在各居民楼内，让冬
日里的寒意消减了不少。

为深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让党的最新理
论政策与基层群众实现“零距离”“面对面”，蚌埠学
院“徙薪”安全教育工作室、蚌埠学院土木与水利工
程学院水利工程学生党支部联合蚌埠市龙湖派出所，
组织了一支由大学生党员组成的“访民问暖”社会实
践服务团，在蚌埠市龙湖嘉园社区开展“入户访民
情、暖心大走访”活动，积极向居民宣传党的二十大
精神，及时将党的好声音、好政策传递给群众，把党
的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也向居民开展法治宣传和防范
电信诈骗宣传，排查社区治安隐患和矛盾纠纷，征求
平安社区建设意见和建议。

活动开始之前，龙湖派出所所长陈兴武给大学生
党员们专门培训了上门走访沟通技巧和信息采集注意
事项，并以实际案例讲解了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
以及其隐蔽性、危害性。紧接着，在龙湖派出所民警
的带领下，大学生党员们来到龙湖嘉园和社区工作者
对接，按照“派出所—社区—大学生党员”三级联动
工作模式，根据需要走访的3栋居民楼，将实践团分
成3个队，每个队又分成了两个组，每组由一名派出
所民警和一名社会工作者带队。

虽然活动进行中突然下起雨，但是大学生党员们
热情不减，逐家逐户上门、有礼有度交流，争取最大
化将安排的任务宣传到、宣传好，将要求的信息收集
全、收集细。

大学生的走访入户让居民们倍感暖心。住在19
栋的陈奶奶说：“社区工作人员经常给我们宣传政
策，这次警察和大学生都来到我家，给我讲党的新政
策，问我有什么困难，让我们很开心、很踏实。”从
事多年社区工作的程丽表示，大学生们给紧张繁忙的
社区工作送来了“及时雨”，“希望以后能多些这样的

‘校—警—社’联合工作模式，既能帮到我们和居
民，也能锻炼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一次次的敲门、一次次的询问、一次次深入居民家中的探访，让水利水电工
程学院2020级研究生林加琦收获了在校园里感受不到的幸福，“行动至上，哪怕
是再绵薄的力量，只要能真正为社会和国家做点事，我觉得都是一件再幸福不过
的事情”。

而对于预备党员汪延毓来说，这次活动更是一堂“上在社区一线的难忘党
课”，“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我们要
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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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二十大学习二十大 教育在行动教育在行动

“葡萄甜，生活更甜！”立冬时
节，湖南浏阳果农唐忠正在抢抓时机
对葡萄园进行培土、挖沟、施肥等日
常管护工作。这一次果园护理，唐忠
底气特别足。

起初，唐忠听闻阳光玫瑰葡萄是
葡萄中的“爱马仕”，每亩经济效益能
达到10多万元，就一口气承包了20
亩地。但因为不懂管理和技术，园子
里藤叶又黄又薄，挂果又小又涩，果
园亏损严重。经人介绍，湖南农业大
学研究生黄粤林到现场查看，提供了
让果园转亏为盈的方案。

“阳光玫瑰葡萄对管理的要求很
高，这个挂果不好的原因，主要是没
有科学施肥。我来给你们制定全套的
施肥技术方案吧。”听完黄粤林的方
案，将信将疑的唐忠只愿拿出12亩地
做实验，尝试一款新型叶面有机肥。

“没想到效果出奇地好，不但葡萄品质
有提升，每亩产量也增加了1000斤左
右。”唐忠在第二年又新增了6亩果
园，“明年，我打算全部按照黄粤林的
技术来施肥。”

近几年，国内阳光玫瑰葡萄种植
面积迅速扩张，有的种植户过于追求
产量，葡萄口感差，甜度和香味也不
好。为了帮助农民创造效益，黄粤林
坚持以“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农
民种植葡萄，形成“一村一品”特
色。2020年10月，黄粤林在家乡湖
南常德澧县澧澹乡率先种植了30亩高

品质有机富硒阳光玫瑰葡萄，进行推
广示范。如今，葡萄基地已经推广到
整个村子，葡萄第一年挂果的产量就
达到平均亩产5000斤，亩产值达15
万元，获得村民们的认可。

让农田“药到病除”，让农民收益
增加，正是黄粤林长期坚持的信念。

今年7月，广西百色田林县的八
角林发生了大面积炭疽病害。黄粤林
带领团队到八角林现场“会诊”，提出
解决问题的方案。他现场调配生物抗
病剂，免费为大户进行了50亩田地的
示范。效果立竿见影，一周内八角长
势逆转，帮助农户挽回损失60多万
元。改良后的八角老树结出来的果又
大又多，年亩产量翻了一番。

“要走好农业的特色、精致、高
效、品牌之路，还大有文章可做。”为
了发展超级农业，黄粤林推出了“千
万亿工程”模式，即精品农业每亩产
值超10万元，千亩产值达亿元；大宗
农业每亩产值超万元，万亩产值达亿
元。现已在23个省份建立项目示范基
地，北至新疆、黑龙江，南抵广东、
海南，示范作物多达50余种，服务面
积超过10万亩，实现了农户每亩平均
增收约4000元。

“乡村振兴，大有可为。我希望
能用农业科技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
价值，把农民土地效益最大化，让
乡村更美丽，让村民更富有。”黄粤
林说。

用农业科技为农民增收
——记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黄粤林

通讯员 庹炼 本报记者 阳锡叶

➡➡➡详见第二版

【新闻·要闻】

这所乡村小学“足”够精彩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文玲 记
者 刘盾） 为进一步规范深圳市幼
儿园办学行为，改善办学条件，近
日，深圳市教育局制定了《深圳市
幼儿园设立标准》。

标准共19条，分别从幼儿园人
员配备、选址、办学场地等方面，
对新设立的幼儿园作出规定。在幼
儿园人员配备方面，标准规定，幼
儿园应当依法聘用具备相应岗位从
业资格的教职工。根据服务类型及
办学规模，配备数量适宜的教职
工。幼儿园全体教职工与幼儿比应
不低于1∶7，全体保教人员与幼儿
比应不低于1∶9，全体专任教师与
幼儿比应不低于1∶15。每班至少配
备2名专任教师和1名保育员或者3
名专任教师。寄宿制幼儿园应在全
日制幼儿园基础上，每班增配1名专
任教师和1名保育员。

标准规定，幼儿园办学规模不
宜超过12个班，每班幼儿人数不得
超过小班25人、中班30人、大班
35人、混合年龄编班30人。

深圳幼儿园
设立标准出台
办园规模不超过12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