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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在京會見教育系統受表彰代表

習近平向全國教師致節日問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及中通社報
道，在第三十五個教師節到來之際，慶祝
2019 年教師節暨全國教育系統先進集體
和先進個人表彰大會昨日在京舉行。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
近平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會見受表彰代表，
向受到表彰的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表示熱
烈祝賀，向全國廣大教師和教育工作者致
以節日的問候。中共十八大以來，幾乎每
逢教師節，全國 1,600 多萬名教師就會收
到來自習近平總書記的問候和祝福。走進
校園、親切交談、致信問候……縱然日理
萬機，總書記總會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自
己對全國教師的關心關懷、對教育改革和
教師工作的殷切期望。

「教師不能只做傳授書本知識的教書匠，而
要成為塑造學生品格、品行、品味的

『大先生』。」這是習近平在 2016 年 12 月舉行
的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習近
平總書記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薪火相傳、後
繼有人的戰略高度，為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指
明前進方向，對教師工作提出明確要求。

甘當鋪路石

要做「引路人」
一個邁向偉大復興的民族，需要什麼樣的教
育？一項開闢新篇章的事業，召喚什麼樣的人
才？黨的十八大以來，帶着對這些重大問題的
深邃思考，習近平總書記對教師群體的角色定
位不斷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為教師隊伍建設指
明方向。習近平考察北京市八一學校時也曾以
四個「引路人」勉勵廣大教師——要做學生錘
煉品格的引路人，做學生學習知識的引路人，
做學生創新思維的引路人，做學生奉獻祖國的
引路人。
習近平還曾為好老師「畫像」。他在同北京師
範大學師生代表座談時指出，做好老師，一要有
理想信念，二要有道德情操，三要有扎實學識，
四要有仁愛之心。這被稱為「四有」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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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曾反覆強調。

■昨日，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慶祝2019年教師節暨全國教育系統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表彰大會受表彰代表。

躬身垂範 揚尊師重教風尚
2013 年 9 月 9 日 ，
正在烏茲別克斯坦進
行國事訪問的習近
平，百忙之中不忘向
全國廣大教師致慰問信。他說：
「全社會要大力弘揚尊師重教的良
好風尚，使教師成為最受社會尊重
的職業。」
2014 年 5 月 30 日，在北京市海淀
區民族小學與教師代表等座談時，
習近平專門請來了自己的初中語文
老師陳秋影。習近平對她說：「我
還記得讀初中一年級時，您教我們
語文，把課文解釋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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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2014年9月9日同北京
師範大學師生代表座談時如此回憶。
2016 年 9 月 9 日，習近平來到北
京市八一學校看望師生，他動情地
說：「母校給予我很多知識熏陶和
精神滋養，我懷念那一段難忘的歲
月，也銘記着老師們的教誨，希望
母校越來越好。」
看到學生們為老師製作的「敬師

&

樹」，習近平指出，教師是傳播知
識、傳播思想、傳播真理的工作，
是塑造靈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
工作，理應受到尊敬，要在全社會
弘揚尊師重教的良好風尚。
「全黨全社會要弘揚尊師重教的
社會風尚」，習近平 2018 年 9 月 10
日在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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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師範大學考察時，他還強
調，「要讓全社會廣泛了解教師工
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讓尊師重教
蔚然成風。」
■中通社

■習近平考察北京市八一學校時曾以四個「引路人」勉勵廣大教師。圖
為習近平2016年在北京市八一學校考察。
資料圖片

身體力行抓關鍵 立德樹人鑄師魂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思政課教師，要給學
生心靈埋下真善美的種子，引導學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2019年3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學校思想政治理
論課教師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發人深思、令人難忘。
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立德樹人，是教育事業發
展必須落實好的根本任務。
2018 年 9 月 10 日，全國教育大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

■在北京師範大學與師生代表座談時，習近平表示，不
少教師有人間大愛。圖為習近平 2014 年到北京師範大
學看望師生。
資料圖片

總書記發出號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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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寶藏老師」陝西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張帆，到「帶着信仰扎根思政課講台」的華東師範大學
教師閆方潔；從「伏案 400 分鐘只為課上 45 分鐘」的天
津師範大學思政課教師王雪超，到「在解題中滲透育人
思想」的長沙理工大學數學與統計學院青年教師譚艷
祥……越來越多的教師按照政治要強、情懷要深、思維
要新、視野要廣、自律要嚴、人格要正的要求，積極修
為，努力將課堂作為發揮自己作用的主要崗位，切實承
擔好鑄魂育人的時代重任。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心推動下，中國思
政課教師隊伍持續壯大、結構不斷優化、整體素質進一
步提升，形成了一支可信、可敬、可靠，樂為、敢為、
有為的思政課教師隊伍。
師者行為世範，方能傳道授業解惑。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教育的重要論述
特別是關於教師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揭示了
教師職業發展的內在規律，賦予了師德師風新的時代內
涵，為加強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

《關於加強中小學校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關於加
強新形勢下高校教師黨支部建設的意見》等相繼出台，
推動教師黨支部成為教育黨員的學校、團結群眾的核
心、攻堅克難的堡壘。
大中小學教育、宣傳、考核、監督、獎懲相結合的師
德建設長效機制逐步完善，「新時代教師職業行為十項
準則」劃定師德「紅線」，覆蓋大中小學完整的師德建
設制度體系加快建立。
退休後的陳立群懷着「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教育情
懷，謝絕民辦學校開出的百萬年薪邀請，來到貴州台江
擔任中學校長，讓自己的扶貧支教攻堅戰戰果輝煌。
著名作物遺傳學家盧永根院士罹患癌症，卻將畢生積
蓄捐獻給華南農業大學設立教育基金，用於獎勵貧困學
生與優秀青年教師。
在河南信陽綠之風希望小學外，面對飛馳而來的三輪
車，教師李芳一邊大聲呼喊着學生們快讓開，一邊以身
擋車快速推開身邊最近的 4 名學生，為救學生獻出了自
己的生命。
生命的光輝，點亮了孩子們的未來。他們一生惦記着
學生，卻唯獨忘記了自己。
「很多事跡感人至深、催人淚下。這就是人間大
愛。」在同北京師範大學師生代表座談時，習近平總書
記字字懇切，飽含着對教師的濃濃情意。

新華社

世界最大教師群體 支撐教育公平均衡

他解釋說：「教師教給學生的知識，多年以
後可能會過時，可能會遺忘，但教給學生為人
處世的道理是學生一生的財富，會讓他們終生
難忘。」
為此，習近平指出，「教師要成為學生做人
的鏡子」，以身作則、率先垂範，以高尚的人
格魅力贏得學生敬仰，以模範的言行舉止為學
生樹立榜樣，把真善美的種子不斷播撒到學生
心中。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
之謂也。」2014 年 5 月在北京大學考察時，習近
平曾援引梅貽琦先生所言指出，這樣的大師，
既是學問之師，又是品行之師。教師要時刻銘
記教書育人的使命，甘當人梯，甘當鋪路石，
以人格魅力引導學生心靈，以學術造詣開啟學
生的智慧之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 官方數據顯示，中國現有
各 級 各 類 專 任 教 師 1,673.83 萬
人。這個龐大的職業群體支撐
起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教育體
系。
從大中小學到幼兒園，從職
業教育到特殊教育，這些教師
散佈在中國各個角落各個教育
階段，他們的發展也關係着教
育的公平與均衡。
教育部部長陳寶生撰文表
示，普通小學專任教師學歷達
標 率 從 1985 年 的 60.6% 提 升 到
2018 年的 99.97%，普通初中專
任教師學歷達標率從 1985 年的
25.1% 提 升 到 2018 年 的
99.86%，普通高中專任教師學
歷 達 標 率 從 1985 年 的 39.6% 提
升到 2018 年的 98.41%，有效滿
足了各級各類學校的師資需求
和辦學需要。
25 年前一部講述民辦教師奉
獻精神的電影《鳳凰琴》因為
真實感人打動了無數中國觀
眾。如今隨着民辦教師轉正、
教師工資不低於當地公務員工
資、「特崗計劃」「公費師範
生計劃」「鄉村教師支持計
劃」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電
影中的大部分場景已經成為歷
史，貧困地區的辦學條件在不
斷改善，城鄉教師工資待遇差
距在逐步縮小。
2012 年以來，「國培計劃」
培訓各級各類教師超過 1,400 萬
人次；中西部省份共招聘 51 萬
名特崗教師，優化了鄉村教師
隊伍結構。
中央財政對實施義務教育鄉
村教師生活補助政策的地方給
予獎補，連片特困地區鄉村教
師生活補助政策實現全覆蓋，
每年惠及約 127 萬鄉村教師。特
崗教師工資性補助標準提高至
西部地區年人均 3.82 萬元（人
民幣，下同），中部地區年人
均 3.52 萬元。教師工資待遇增
長長效機制基本形成。
中國財政性教育經費佔國內
生產總值比重連續 7 年保持在
4%以上。教師工資福利支出佔
財政性教育經費比例已連續多
年超過 50%。教育部教師工作
司司長任友群表示，教師工資
由上世紀 80 年代之前在國民經
濟各行業排倒數後三位，提升
到目前在全國 19 大行業排名第
7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