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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下的藏族学校———西藏自治区南木林县卡孜乡中心小学。 资料图片

师 魂 不 朽

———写在第二十八个教师节来临之际

钟曜平

第

28

个教师节就要来临。 当这个数字

一年年增加， “教师” 二字的分量在我

们心中愈积愈重 。 我们憧憬这样的日

子———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打在脸上的

时候， 心存温暖的我们向全国所有的教

师送上特别的敬意， 献上最美的鲜花。

（一）

听着学生的问候， 看着学生的笑脸，

教师的满足感会油然而生。 有时候你也

会困惑： 是什么力量让教师如此容易满

足而且幸福？

因为教师是一群精神清洁而明亮的

人。 在危急时刻， 在平凡岁月， 学生始

终是他们的第一关切。

有一个辉煌的瞬间犹在眼前。

2012

年

5

月

8

日， 黑龙江佳木斯。 在失

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 张丽莉推开两个

学生， 而自己却被车轮无情碾轧， 失去

了双腿。

如果电光石火 、 生死攸关的一瞬间

能被定格， 英雄教师们呈现的一定是同

一种姿势———

2008

年

5

月

12

日， 四川汶川。 地震中

砖瓦冰雹般坠落， 谭千秋拼命撑住课桌

护住身下

4

个学生， “守护的翅膀” 成为

永恒。

2005

年

3

月

31

日， 江苏金坛。 飞驰的

轿车直扑学生， 殷雪梅奋力将他们推向

路边， 自己却倒在血泊之中。

在危急时刻、 生死关头， 像张丽莉、

谭千秋、 殷雪梅一样， 无数教师把危险

留给自己， 把安全留给学生， 挺身而出

保护学生， 矗立了一座座巍峨的师者丰

碑。一位作家赞叹：教师最美，精神千秋。

当教师与英雄的称谓一次次重叠 ，

我们一次次被感动， 被震撼。 英雄教师、

最美教师， 无论什么称谓都不能充分表

达社会对教师这一群体的尊敬！

教师本是平凡而普通的人 ， 在匆匆

的人群中， 他们有着这个时代所有人的

欢乐与困惑 。 但在那生死攸关的瞬间 ，

他们甚至没有犹豫和思考的时间。 蕴藏

在教师这一职业背后的力量推动他们从

大地上跃起， 走向崇高与伟大， 如同彩

虹高悬天空。

伟大源自平凡 ， 平凡最难坚守 。

60

载教学生涯 ， 于漪留下无数经典教案 ，

“教课就是生命在唱歌”。

20

多年扎根库

区， 王月娥每天摇船， 接送

7

个小岛的

20

多个孩子上学、 回家……在我国

1700

万教

师中， 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年复一年坚守

三尺讲台 ， 在平淡的工作中默默奉献 。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 却在平凡中

哺育学生， 延续文明， 成就伟大。

这是什么力量？ 或许， 支撑这种德行的

动力， 就是闪耀着教师这一职业内在精神的

最光辉的顶点———师魂。

（二）

什么是师魂？ 师魂是教师的精神支点和

力量源泉， 是教师内心的道德律令和头顶仰

望的星空， 是师者所以为师的标志， 是教师

职业道德的核心， 是师德的崇高的价值追求

和精神境界。

这或许太抽象， 太理性。 我们换一种说

法。

师魂是张丽莉、 殷雪梅在危险时刻奋不

顾身保护学生的精神和境界， 师魂是徐本禹

对山里孩子庄严的承诺， 师魂是向倩在灾难

降临时张开的双臂， 师魂是李桂林、 陆建芬

山路上点燃的火把， 师魂是云丹在海拔最高

学校播种的梦想……师魂是在讲坛上默默坚

守的

1700

万教师内心的激情与火焰。

很多人在追问， 为什么一个普普通通的

人， 一旦拥有了 “教师” 这个身份， 他就拥

有了一颗高尚的心， 一个坚强的灵魂？ “师

魂” 二字， 为何能让他们在最平淡的时刻发

出最灿烂的光芒？ 在最危急的时刻做出最无

畏的选择？

（三）

让我们一起掂量师魂的分量、 感受师魂

的温度。

师魂， 既接续传统又与时俱进。 纵沧海

桑田， 仍如常青之树岿然屹立。 师魂是纽

带， 是血脉， 只要有教师在， 师魂将一直赓

续绵延。 然而， 今天教师该如何爱学生？ 该

遵循怎样的师德？ 该如何奉献于事业？ 这些

又为师魂注入了新的时代元素。

爱心、 德行、 责任、 智慧， 构成了新时

代师魂的内涵。

大爱无言！ 爱心是师魂的核心。 汶川地

震之时， 一边是学生， 一边是自己的孩子，

很多教师面对艰难的生死抉择， 选择了先救

学生。 这是人性的考量， 也是师魂的光辉。

“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 爱别人的孩子是神

圣。” 把学生的生命放在首位， 教师的高尚

情怀， 已经远远超越了心理学对角色选择理

论的解释。 热爱学生是教师职业的底色， 教

师对学生的爱， 不仅体现在生死瞬间， 更体

现在日常点滴。 无差别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是

爱； “润物无声” 的引导教育是爱， “疾风

骤雨” 的严格要求是爱； 教好每一节课是

爱， 认真批改作业是爱， 爱无时不在、 无处

不在。 教师因爱而高尚， 学生因爱而绽放。

大德无痕！ 德行是师魂的精髓。 翻开历

史卷轴， 人们会发现教师的背影之所以伟

岸， 不仅仅是因为传道授业解惑。 从孔子到

陶行知， 人们心中的教师典范无一不是具有

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的人， 他们探求真理、

传播文明、 播种希望， 他们安贫乐道、 温良

恭俭、 洁身自好。 自教师职业诞生之日起，

高尚德行便注定与教师形象长相厮守。 教师

的德行， 不仅影响学生一生， 也引领着时代

风气。 今天，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 价值如何

多元， 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 关爱学生， 这

些教师职业道德中最核心的内涵， 不仅没有

过时， 反而散发出巨大的时代魅力。

大责无疆！ 责任是师魂的品格。 今天这

个时代， 教师的责任意味着对教育事业的忠

诚和使命， 在中国教育由大到强的关键时

期， 只有广大教师以饱满的精神、 高昂的斗

志， 从本职工作做起， 从平凡岗位做起， 一

步一个脚印不懈奋斗， 才能共同托起共和国

宏伟的教育大厦。 今天这个时代， 教师专业

化进程日益加快， 当好一名优秀教师， 要从

孩子生命成长、 生存发展的高度去思考教

学， 用自己的言传身教， 引导孩子形成积极

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爱与责任 ， 相得益

彰。 当一个教师触摸着自己的责任心， 把真

诚与智慧奉献给学生， 爱才有生命力。

大智无价

!

智慧是师魂的真谛。 古希腊

人将教师尊称为 “智者”。 教育的真谛在于

启迪智慧， 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为人师。 今

天， 一个智慧型的教师要具备学习的智慧、

处世的智慧、 生活的智慧， 而最核心的是育

人的智慧。 今天的受教育者与从前相比， 个

性是多么突出！ 今天国家对创新人才的渴求

是何等迫切！ 如果教师没有智慧， 像生产产

品一样培养学生， 那是对人性多大的伤害。

而千人一面的孩子怎么能有丰富的创造力？

今天的教育理念与从前相比是多么复杂， 今

天的知识更新换代是何等迅速， 如果说传统

教育的内核是知识， 那么未来教育的视野应

是智慧。 因而， 智慧型的教师不仅要 “授人

以鱼”， 还要 “授人以渔”。

（下转第六版）

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

———来自中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报告

本报记者

翟博 刘华蓉 李曜明 张滢

引子： 中国创造奇迹

历史不会忘记， 中国所创造的世界教育奇迹； 世界将永远铭记， 中国为世界全民教育作出的重大贡献。

历史不会忘记并永远铭记这两个时刻———

在人类社会迈入

21

世纪门槛的历史时期， 公元

2001

年

1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布： 中国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在人类社会迈进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的历史时刻， 公元

2011

年

11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事实向世界宣告： 中国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任务。

历史不会忘记并永远铭记这两个巨变———

百年梦圆———义务教育是中国的百年梦想。 从

1986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颁布实施， 到

2000

年中国初步实现 “两基”

战略目标， 再到

2011

年全面完成 “两基” 战略任务， 经过中国政府和人民

25

年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 中国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实现了从一个文盲大国、 人口大国向教育大国、 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跨越， 为迈向教育强国、 人力资

源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千年飞越———“有教无类” 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 从 “有学上” 到 “上好学”， 从

85%

的入学率到

100%

的入学率； 从全面普及到公

平均衡， 从西部农村率先免费到全国城乡全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免费，

1

亿多适龄儿童少年上学免费成为现实， 中国创造奇迹。

全面实现 “两基” 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是世界教育史上的空前壮举。 占世界人口

1/5

的中国全面实现 “两基” 目标，

是世界全民教育的重大突破！

中国在

9

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中率先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义务教育问题， 为全世界教育水平和人类发展

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卓越贡献！

历史流千古， 时空越千年。 中国教育， 书写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

光辉历程———

中国推进“两基”的奋进历程

中国全面实现“两基” 目标是一项

全民教育运动和重大的奠基工程， 是中

国教育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是中国教育

发展的里程碑，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千秋基业！

艰难历程： 中国普及

义务教育之路

中国普及义务教育的梦想始于清朝

末年， 距今已有百年历史。 1904年清政

府在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 的 《学务

纲要》 中明确指出： “初等小学堂为养

正始基， 各国均认为国家之义务教育。”

该章程还明确提出： “此项学堂， 国家

不收学费， 以示国民教育国家认为义务

之本意。”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

明确提出“义务教育” 的概念， 被认为

是近代中国义务教育的正式发端。

普及义务教育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百

年梦想。 怀着这一梦想， 中国人民进行

着艰难的世纪接力。 然而， 由于政治腐

败、 经济落后、 民不聊生， 旧中国无力

也无法把有志者的呼唤和人民的愿望变

成现实， 普及义务教育只是一句空话。

1949年， 从新中国诞生的第一天起，

中国政府就把提高民族素质、 普及义务

教育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 改革开放开

启了中国社会全面振兴发展的新航程，

也真正开启了中国教育事业大发展的新

航程， 国家逐步把普及义务教育纳入重

要的议事日程， 并提升到了教育发展

“重中之重” 的战略高度。

1982年12月4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修订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四十六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

务”； 第十九条规定， “国家举办各种学校，

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第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对普及义

务教育作出的明确规定。

1985年，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

革的决定》 指出， “义务教育， 即依法律规

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 国家、 社

会、 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 要

“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这是中央

文件中首次提出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1986年4月12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以国

家立法的形式正式确立我国实施九年制义务

教育。 《义务教育法》 确立了普及义务教育

制度， 它的颁布和实施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的

新纪元， 不仅结束了长期以来中国义务教育

无法可依的历史， 使我国普及义务教育

有了法律保障， 而且使我国教育事业走

上了依法治教的轨道。

1992年10月12日， 党的十四大提出，

“到本世纪末， 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从而使实施“两

基” 的目标写进党的文件， 写进国家法

律法规， 成为全党全国关注的大事。

义务教育是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对适

龄儿童和少年实施一定年限的、 普及的、

强迫的、 免费的学校教育。 就世界范围

而言， 义务教育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已有

近400年历史。 中国义务教育制度从清朝

末年算起，与世界上较早实施义务教育的

国家相比晚了近3个世纪， 距今也有百年

历程。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却承载着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人口多、底子薄、经

济文化落后，特别是贫困地区多、人口居

住分散、义务教育规模庞大、教育经费短

缺、办学条件差，这是普及义务教育之初

我国教育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

中国基础教育规模之大， 受教育者之

多，堪称世界之最。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

的1/5， 其中18岁及以下人口有3.84亿人。

中国教育的规模到底大到什么程度？ 全国

“1990年有23654万人、2002年有31873万

人在各级各类学校里学习， 比美国的总人

口还要多。这就是我们的国情”。

据不完全统计， 20世纪80年代初，

全国中小学危房占校舍总面积的16%。 其

余的校舍也多是土草房、 老祠堂、 破庙

宇或旧民房。 “有砖不过千， 有门没法

关， 有窗垒着砖， 有顶露着天”； “土坯墙，

椽子瓤， 用材尽是箭杆杨， 没过几天成危

房” ……这些当年在中国大地流传甚广的顺

口溜， 便是当时中国农村中小学校舍的真实

写照。

面对中国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 要想在

短期内实行全民教育， 突破历史和现实的滞

重、 实现百年义务教育之梦想， 中国教育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全民行动： 中国大规模

扫盲之行动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曾经是世界

头号文盲大国。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文

化素质低， 全国总人口中文盲人口占80%以

上，成为当时国家建设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权

利的一大障碍。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下，全国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波澜壮阔、持续

不断的扫盲运动，扫盲教育蓬勃开展。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

期， 扫除文盲工作进入规范化、 法制化的轨

道， 扫盲与普及义务教育一同被列为教育工

作的“重中之重”。 1988年， 国务院颁布

《扫除文盲工作条例》， 对扫盲对象、 标准、

规划目标、 政策措施作了具体规定。 1993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中国教育改革

和发展纲要》， 提出在20世纪末， 全国基本

扫除青壮年文盲， 使青壮年文盲率降到5%

以下。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 各级政府

积极响应， 人民群众积极行动， 全国城乡掀

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扫除文盲运动， 出现

了“夫教妻”、 “子教父”、 “能者为师”、

“大家动手， 扫除文盲”、 “有文化的都来

教， 没文化的都来学” 的感人场面。

中国政府一直把扫除文盲与消除贫富差

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纳为一体， 把扫除文盲

看作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必备条件， 强化基础

教育改革。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经

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 从1949年到1998

年， 我国共扫除文盲2.03亿人， 成功地把成

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以上降到15%以

下， 青壮年文盲降低到5%以下。 我国城镇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基本扫除了文盲， 农

村地区的扫盲工作顺利推进， 历史上文盲充

斥的现象已不复存在。 全国由80%的人是文

盲， 转变到85%的人有文化， 这一翻天覆地

的变化， 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

步， 也是世界人口大国亘古未有的奇迹。

进入新世纪以来， 全国有近5000万人

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2005年发布的 《中国

全民教育国家报告》 显示， 2001-2004年，

全国共扫除文盲803万人， 2005年又扫除了

196万文盲，平均每年扫盲200多万人，青壮

年文盲率控制在4%左右。这一成绩已兑现了

中国向全世界宣布的“2001年青壮年文盲的

数量降低到5%以下”的目标和承诺。

到2010年， 全国实现高质量的全面基

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

口覆盖率达到98%以上， 扫除15岁至24岁文

盲， 全国青壮年文盲率降到2%以下， 成人

文盲率降到5%以下。 我国全面实现了 《中

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 提出的在21世纪前

20年我国全民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

（下转第五版）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开幕

张高丽宣布开幕 袁贵仁黄兴国致辞

本报天津

9

月

8

日讯 （记者 李小伟

张宝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天津市

委书记张高丽今晚在这里宣布， 第九届

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开幕。 第九届全国大

运会主席团主席、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

第九届全国大运会组委会主任、 天津市

市长黄兴国分别致辞。 团中央书记处第

一书记陆昊以及国家体育总局、 铁道部、

卫生部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

袁贵仁在开幕式致辞中说， 党和国

家历来高度重视青少年健康成长， 把加

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作为提高全民健康素质和

综合国力的国家战略， 深入推进学校体育事

业不断发展。 各地各校牢固树立“健康第

一” 的思想， 把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学校教育

的重要目标， 作为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

重要内容， 学校体育取得了显著成绩。

袁贵仁指出， 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是对大

学生运动竞技水平、 高校体育工作和素质教

育工作的一次综合性检阅。 运动会坚持“团

结、 奋进、 文明、 育人” 的宗旨， 坚持“突

出教育特色、讲求综合效益”的原则，为大学

生运动员同场竞技、尽显英姿搭建了平台。

袁贵仁希望全体运动员顽强拼搏、 超越

自我， 体验竞赛魅力， 诠释体育精神， 充分

展示当代大学生良好素质和时代风采。 希望

全体教练员、 裁判员和工作人员牢记职责，

恪尽职守， 为人师表， 确保比赛公平公正和

运动会的圆满精彩。 希望各代表团精心组

织， 相互学习， 共同提高。 相信在各方面的

共同努力下， 一定会把本届大运会办成有特

色、 高水平的运动会， 在大运会历史上写下

精彩的一页。

（下转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