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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讯 （记者 冒蕞 刘
笑雪）9 月 10 日上午， 省委副书
记、 省长许达哲来到湖南第一师
范学院，看望慰问教职员工，调研
学校改革发展情况， 向全省广大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
候与祝福。 他勉励大家，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努力提升教育质
量、促进教育公平，为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贡献更大力量。

副省长吴桂英， 省政府秘书
长王群参加调研慰问。

许达哲表示， 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作为 “千年学府、 百年师
范”，汇聚了徐特立、杨昌济、谢觉
哉等一批名师，走出了毛泽东、蔡
和森、任弼时等一批国家栋梁，在
这里能深切感受到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 是一个很
好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红
色教育基地。 大家要牢记毛主席
对母校的殷殷嘱托， 在培养教育
人才上狠下苦功， 特别是鼓励引
导年轻教师服务基层， 加大对乡
村教师的培育力度， 努力破解教
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

在看望慰问教师代表时，许
达哲肯定了我省广大教师为全省
教育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他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把一批批学生送往理想的彼岸。
新时代新作为， 广大教师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学识、有仁爱之心的要求，立足三尺讲台，发扬“红
烛”精神，做梦想启航的灯塔、德高身正的楷模、学
识渊博的学者、传递爱心的使者，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许达哲强调， 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
统，保障教师权益、提高教师待遇、关心教师成长，
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
社会上有荣誉感，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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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5日， 正是邵阳市第六中学开学
的第三天，利用上午的课间，校长张丽艳
带着学生参观校园，讲解校史、校训。 这座
建校 100 余年的邵阳名校，诞生了一大批
革命家、教育家、艺术家。 但最近一段时
间， 学校在邵阳市民的朋友圈中走红，却
是因为一名“小雷锋”。

公交车上的小雷锋
刚刚升入高一的李和穆初中就读于

邵阳市第六中学，今年 6 月，一位邵阳市
民发在网络上的两张照片广为传播。 照片
中， 李和穆在帮助公交车司机打扫卫生。

“这位男同学是六中一名初三学生， 司机
说他每次下车前都会帮他把车内卫生打
扫干净，已经坚持了 3年。 ”

3年前，李和穆坐公交车回家，无意间
听到司机说他们每天晚上 10 点下班后还
要打扫完车厢卫生后才能回家，觉得司机
叔叔太辛苦。 于是每次坐车回家，快到终
点站时，他就开始默默打扫卫生，一坚持
就是 3 年。 若不是在朋友圈里意外出镜，
他打算把这个小秘密藏在心底。

除李和穆外，邵阳市第六中学还有一大
批品德高尚的“新时代好少年”，校长张丽艳
介绍，学校开展了“我的中国梦”教育实践、
“日行一善”等德育活动；并利用文化墙、宣
传栏等载体，用优秀校友和身边榜样激励学
生见贤思齐，提高道德修养。

新学期开学，李和穆的故事出现在学校
的宣传栏里，他的笑容像一朵美丽的文明之
花，给人温暖。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邵阳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肖玉叶介

绍，学校是育人的大本营，邵阳市坚持“育人

为本，德育为先”，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作为育人的重要抓手。 2017 年 8 月，《邵阳
市学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实施方
案》出台，方案要求各学校充分整合和利用
各种教育资源， 协调各方力量形成合力，将
学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落到实处。

位于邵阳市城区的资江学校是湖南首
批“全国文明校园”。 2016年，资江学校少年
宫正式启用，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自主开
发了 22 门拓展课程，开办了英语、足球、舞
蹈、戏曲、剪纸等 52个社团。

（下转 03 版②）

———邵阳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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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全国教育大

会 10 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 他强调，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
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
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
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
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
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9 月 10 日是我国第 34 个教师节，习近平
代表党中央， 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
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
的要求。 我们要抓住机遇、超前布局，以更高
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
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
强国作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计， 坚持把优先
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
展的重要先手棋， 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
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习近平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
问题。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
家， 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 培养一
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 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
的有用人才。 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
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

习近平强调， 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
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

养体系。 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
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
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
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
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
围绕这个目标来学。 凡是不利于实现这个目
标的做法都要坚决改过来。 （下转 03 版①）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教师节期间杜家毫在湘潭大学调研慰问

湖南日报 9 月 9 日讯 （记者 贺佳 周
帙恒 曹辉） 第 34 个教师节和湘潭大学建
校 60 周年之际，省委书记杜家毫来到湘潭
大学，看望慰问教职员工，调研学校改革发
展情况，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
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对湘潭大学
建校 60 周年表示祝贺。 他强调，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坚持立德树
人，勇于改革创新，扎实推进内涵式发展，
努力把湘潭大学办出特色、办得更好，不负
习近平总书记对办好湘潭大学寄予的殷切
期望。 省委副书记乌兰，省委常委、省委秘
书长谢建辉参加调研。

在与学校教师代表座谈中， 杜家毫对
湘潭大学近年来改革发展建设取得的成

绩予以肯定。 杜家毫强调，要发扬优良办
学传统，始终坚持立德树人。 高校立“德”，
关键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
终坚持和落实党的领导。 要持之以恒建设
和完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筑牢共同思想基础；坚持党委领导下
的校长负责制， 进一步加强高校基层党组
织建设， 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
权，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办学方向。要牢
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
点，坚持德才兼备、立根塑魂，科学确定人
才培养路径， 不断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
道德品质、 文化素养和创新创业能力，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 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引导老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更好担负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
人的责任。

杜家毫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努力办
出特色。 要立足自身传统和优势，下大力气
办好毛泽东思想研究等一批特色学科，不
断深化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教学改革、管
理创新，在专业设置、学科布局和研究重心
上更加注重对接社会需求， 加快推进高等
教育向内涵式发展转变， 引导广大学生学
好专业知识、 提高专业素养、 练就过硬本
领、强化创新意识，争当创新创业创造的时
代先锋， 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
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努力把湘潭大学办出特色办得更好 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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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为您导
改革开放 40 年
教育强省看邵阳 >>09-13 版

� 7 月 3 日，资江学校五年级学生陈奕灿（前排左二）入选 2018 年二季度湖南省
“新时代好少年”名单。

一门四代 20 人从教：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