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在堅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
教育引導學生樹立共產主義遠大

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
想，增強學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立志肩負起民族復興的
時代重任。

要在厚植愛國主義情懷上下功夫
讓愛國主義精神在學生心中牢牢

扎根，教育引導學生熱愛和擁護中
國共產黨，立志聽黨話、跟黨走，
立志扎根人民、奉獻國家。要在加
強品德修養上下功夫，教育引導學
生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觀，踏踏實實修好品德，成為有大
愛大德大情懷的人。

要在增長知識見識上下功夫
教育引導學生珍惜學習時光，心

無旁騖求知問學，增長見識，豐富
學識，沿着求真理、悟道理、明事
理的方向前進。

要在培養奮鬥精神上下功夫
教育引導學生樹立高遠志向，

歷練敢於擔當、不懈奮鬥的精
神，具有勇於奮鬥的精神狀態、
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做到剛健
有為、自強不息。要在增強綜合
素質上下功夫，教育引導學生培
養綜合能力，培養創新思維。

要樹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開齊開足體育課，幫助學生在

體育鍛煉中享受樂趣、增強體
質、健全人格、錘煉意志。要全
面加強和改進學校美育，堅持以
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學生審
美和人文素養。

要在學生中弘揚勞動精神
教育引導學生崇尚勞動、尊重

勞動，懂得勞動最光榮、勞動最
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美麗
的道理，長大後能夠辛勤勞動、
誠實勞動、創造性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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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讓教師享應有社會聲望
出席全國教育大會 強調弘揚尊師重教 提高政社職業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9月10日是中國

第三十四個教師節，全國教育大會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

話。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向全國廣大教師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節

日的熱烈祝賀和誠摯問候。他強調，長期以來，廣大教師貫徹

黨的教育方針，教書育人，嘔心瀝血，默默奉獻，為國家發展

和民族振興作出了重大貢獻。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人

類文明的傳承者，承載着傳播知識、傳播思想、傳播真理，塑

造靈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時代重任。全黨全社會要弘揚

尊師重教的社會風尚，努力提高教師政治地位、社會地位、職

業地位，讓廣大教師享有應有的社會聲望，在教書育人崗位上

為黨和人民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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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在會上講話。汪洋、王滬
寧、趙樂際、韓正出席會議。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黨的十九
大從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的戰略高度，作出了優先發
展教育事業、加快教育現代化、建
設教育強國的重大部署。教育是民
族振興、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是
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
對提高人民綜合素質、促進人的全
面發展、增強中華民族創新創造活
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決
定性意義。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
大計。
習近平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
我們圍繞培養什麼人、怎樣培養
人、為誰培養人這一根本問題，全
面加強黨對教育工作的領導，堅持
立德樹人，加強學校思想政治工
作，推進教育改革，加快補齊教育
短板，教育事業中國特色更加鮮
明，教育現代化加速推進，教育方
面人民群眾獲得感明顯增強，我國
教育的國際影響力加快提升，13億
多中國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
文化素質全面提升。

教育改革發展「九個堅持」
習近平指出，在實踐中，我們就
教育改革發展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
思想新觀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
面，堅持黨對教育事業的全面領
導，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根本任
務，堅持優先發展教育事業，堅持
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堅持扎根中國
大地辦教育，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
展教育，堅持深化教育改革創新，
堅持把服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
教育的重要使命，堅持把教師隊伍
建設作為基礎工作。這是我們對我
國教育事業規律性認識的深化，來
之不易，要始終堅持並不斷豐富發
展。

加快現代化與國際地位匹配
習近平強調，新時代新形勢，改
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促
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對
教育和學習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我們要抓住機遇、超前佈局，
以更高遠的歷史站位、更寬廣的國
際視野、更深邃的戰略眼光，對加
快推進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
作出總體部署和戰略設計，堅持把
優先發展教育事業作為推動黨和國
家各項事業發展的重要先手棋，不
斷使教育同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要求
相適應、同人民群眾期待相契合、
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
配。

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接班人
習近平指出，培養什麼人，是教
育的首要問題。我國是中國共產黨
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
我們的教育必須把培養社會主義建
設者和接班人作為根本任務，培養
一代又一代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立志為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奮鬥終身的有用人才。
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務，也是教
育現代化的方向目標。

建高水平體系育德智體美勞
習近平指出，要努力構建德智體
美勞全面培養的教育體系，形成更
高水平的人才培養體系。要把立德
樹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識
教育、社會實踐教育各環節，貫穿
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各
領域，學科體系、教學體系、教材
體系、管理體系要圍繞這個目標來
設計，教師要圍繞這個目標來教，
學生要圍繞這個目標來學。凡是不
利於實現這個目標的做法都要堅決
改過來。

■■全國教育全國教育
大會昨日在大會昨日在
北京召開北京召開。。
習近平出席習近平出席
會議並發表會議並發表
重要講話重要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教過我的老師很多，
至今我都能記得他們的樣
子，他們教給我知識、教

給我做人的道理，讓我受益無窮。」
致信、考察、座談……一字一句、一言一

行，浸潤着習近平總書記對默默奮戰在三尺
講台上的教師們的敬重之情、對昔日教導過
自己的老師們的感恩之情、對有志於加入教
師隊伍的優秀青年們的勉勵之情、對扎根邊
遠貧困地區的教師們的希冀之情。

敬重之情：陽光下最崇高職業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率先垂

範、尊師愛師，世代傳承的師生情成為推動
中國教育砥礪向前的溫暖力量，化作感召億
萬學子奮鬥報國的不渝情懷。
陽光下最崇高的職業莫過於教師——他們

用心靈陪伴心靈，用青春點燃青春，用夢想
照亮夢想。多年來，習近平總書記飽含深
情，用一個個「金句」表達着他對教師群體
的敬重。

感恩之情：是老師培養了我們
2016年9月9日，習近平回到自己度過了

小學和初中歲月的母校——北京市八一學
校。他說，不管走到哪裡，我都惦念着母
校，同母校保持着聯繫。在當天的考察中，
習近平同陳仲韓、陳秋影等幾位老師一一握
手，愉快回憶往事。

習近平說，看到各位老師精神這麼好，我

心裡特別高興。當年老師對我們要求十分嚴
厲，現在回想起來，終生受益。一位老師對
總書記說：「您給人民帶來了幸福。」習近
平答道：「是老師培養了我們。」
這份溢於言表的拳拳感恩之情，令在場的

人無不動容。

勉勵之情：好老師要有仁愛心
2014年9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北京

師範大學考察。他說，一個人遇到好老師是
人生的幸運，一個學校擁有好老師是學校的
光榮，一個民族源源不斷湧現出一批又一批
好老師則是民族的希望。

「做好老師，要有理想信念。」「做好老
師，要有道德情操。」「做好老師，要有扎
實學識。」「做好老師，要有仁愛之
心。」……在與師生們的座談會上，他描述

着自己心中好老師的樣子，也用這個標準勉
勵着全國的教師們。

希冀之情：做教育扶貧先行者
4年過去了，這份沉甸甸的囑託和充滿深

情的勉勵依然留在師生們的心中，化為他們
前行的動力。

「要讓每一個孩子充分享受到充滿生機的
教育，讓每一個孩子帶着夢想飛得更高更
遠，讓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共享人生出彩
的 機 會 。 」 2015 年 ， 「 國 培 計 劃
（2014）」北師大貴州研修班全體參訓教
師在給習近平總書記的信中這樣寫道。
扶貧先扶智。在習近平總書記眼中，讓貧

困地區的孩子們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貧開發
的重要任務，也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
途徑。他在回信中勉勵這些扎根西部、對教
育懷着無限執着的年輕人，「努力做教育改
革的奮進者、教育扶貧的先行者、學生成長
的引導者」。

■新華視點

傳承師生情傳承師生情 總書記垂範總書記垂範 ■■20142014年年99月月99日日，，習近平到北習近平到北
京師範大學看望教師學生京師範大學看望教師學生，，同貴同貴
州參訓教師交流州參訓教師交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2016年9月9日，習近平來到北京市八一
學校，同母校老教師們親切交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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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
在講話中強調，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
國，對教師隊伍建設提出新的更高要
求，也對全黨全社會尊師重教提出新的
更高要求。人民教師無上光榮，每個教
師都要珍惜這份光榮，愛惜這份職業，
嚴格要求自己，不斷完善自己。做老師
就要執着於教書育人，有熱愛教育的定
力、淡泊名利的堅守。隨着辦學條件不
斷改善，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師傾斜，
不斷提高教師待遇，讓廣大教師安心從
教、熱心從教。對教師隊伍中存在的問
題，要堅決依法依紀予以嚴懲。

推進產學研協同創新
習近平指出，要深化教育體制改

革，健全立德樹人落實機制，扭轉不
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堅決克服唯分
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
子的頑瘴痼疾，從根本上解決教育評
價指揮棒問題。要深化辦學體制和教
育管理改革，充分激發教育事業發展
生機活力。要提升教育服務經濟社會
發展能力，調整優化高校區域佈局、
學科結構、專業設置，建立健全學科
專業動態調整機制，加快一流大學和
一流學科建設，推進產學研協同創
新，積極投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
略，着重培養創新型、複合型、應用
型人才。要擴大教育開放，同世界一
流資源開展高水平合作辦學。

要熟悉關心研究教育
習近平強調，加強黨對教育工作的

全面領導，是辦好教育的根本保證。
教育部門和各級各類學校的黨組織要
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
信」，堅定不移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
中統一領導，自覺在政治立場、政治
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黨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級黨委要把教育
改革發展納入議事日程，黨政主要負
責同志要熟悉教育、關心教育、研究
教育。各級各類學校黨組織要把抓好
學校黨建工作作為辦學治校的基本
功，把黨的教育方針全面貫徹到學校
工作各方面。思想政治工作是學校各
項工作的生命線，各級黨委、各級教

育主管部門、學校黨組織都必須緊緊抓在手上。要精
心培養和組織一支會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工隊伍，把
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日常、做到個人。

為學校辦學安全托底
習近平指出，辦好教育事業，家庭、學校、政府、

社會都有責任。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家長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師，要給孩子講好「人生第一課」，幫
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教育、婦聯等部門要統籌協
調社會資源支持服務家庭教育。全社會要擔負起青少
年成長成才的責任。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為學校辦學安
全托底，解決學校後顧之憂，維護老師和學校應有的
尊嚴，保護學生生命安全。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發展道路6大重點

資料來源：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