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委动态

5 月 6 日， 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
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
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动员和部署做好
2019 年高考安全工作。教育部部长陈宝
生表示， 今年高考报名人数超过千万，
各地教育部门要确保 2019 年高考安
全、平稳、有序实施；要严禁宣传“高考
状元”“高考升学率”， 加强对中学高考
标语的管理，坚决杜绝任何关于高考的
炒作。

教育部党组书记陈宝生提出，一是
要把中央关于考试安全的各项要求细
化、实化、具体化，确保落实到考试组
织、阅卷评分、招生录取等各个环节。 二
是建立起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查找考
试招生安全制度中的漏洞和薄弱环节。
三是严把试卷安全关、 考场组织关、阅
卷质量关、录取公平关。 四是坚决打击
高科技舞弊， 快速处置涉考涉招舆情。
五是严格选人用人， 强化警示教育，加

强激励保障。 六是要以高考综合改革助
推育人方式变革，以考试内容改革引领
素质教育发展，以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
革落实扩招百万任务，健全立德树人落
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七
是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
加强对中学高考标语的管理， 坚决杜绝
任何关于高考的炒作。 会议在北京设主
会场，31 个省（区、市）设省级分会场，各
地（市、州、盟）县（市、区、旗）设分会场。

在湖南分会场，湖南省人民政府组
织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直和中
央在湘有关单位参加此次会议，并随后
举行 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暨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贯彻落实全国会议精神，确保 2019 年高
考、学考平安顺利举行。 副省长吴桂英
出席会议并讲话。

吴桂英指出，今年我省作为全国第
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之一，高考的平稳

顺利对稳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将产生直
接影响。 必须高度重视高考和学考组织
工作，确保今年高考和学考安全零事故、
工作零失误。

吴桂英强调， 确保高考和学考万无
一失，一是要切实强化组织领导。二是要
抓实抓细关键环节。 试卷保密要对照前
不久下发的试卷安全保密工作“60 条”
一项项抓落实，让“60 条”切实发挥作
用。考试组织要把好考生入场关，采取多
种手段防止携带高科技作弊工具进入考
场。 采取多证核对、人机比对等措施严
防替考。 招生录取要严格执行国家招生
政策和招生计划，严格遵守“30 个不得”
“八项基本要求”“不点录”“不补录”“不
违规降分录取”等纪律。 自觉接受纪检
监察部门和社会的监督，严厉打击录取
违规行为。 三是要提升服务保障水平。
四是要严守安全底线。 五是要严格执纪
问责。 综合央广网、《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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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早晨， 湖南中
医药大学校团委在含浦校区
南大门广场举行“青春旗帜”
升旗仪式暨国旗下讲话活
动，全体学生干部在广场上
排列成 “五四 100”字样 ，以
这种特别的方式庆祝五四
运动一百周年的到来。

张觅 廖承睿 摄影报道

今年高考人数超千万 严禁宣传高考状元

本报讯（记者 余娅） 5月
6日晚， 湖南省职业教育宣传
活动周启动仪式暨“文明风采”
展示展演在长沙梅溪湖国际文
化艺术中心隆重举行， 长沙航
天学校、 长沙汽车工业学校等
13 所中职学校用精彩纷呈的
表演， 展示了湖南职教学生的
青春风采。

“文明风采”展示展演在全
场师生齐唱《职业教育歌》的序
曲中拉开了序幕。 展演分“花开
正向阳”“匠心铸未来” 两个篇
章， 节目均选自于第十五届
（2019 年）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
“文明风采” 活动中的优秀作
品，包含情境演诵、非遗舞蹈、
音乐剧、器乐演奏等。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
湖南“职业教育活动周”已经连
续举办了四届。 此次活动由湖
南省教育厅主办、长沙市教育局承办、
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协办。全省近 500
所职业院校负责同志、企业代表、家长
代表共同见证了此次活动。

近年来， 我省职业教育落实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把“文明风采”德育
实践活动与学校日常活动、 校园文化
有机结合， 努力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 此次“文明风采”展
示展演， 是湖南中职教育成果的一次
展现， 也是对全省中职学子的一次莫
大鼓舞， 更是湖南中职向祖国七十华
诞的青春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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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 01 版①）要坚持典型示范引领，
组织开展“教书育人楷模”、“大学生
年度人物”等推选活动，用身边的榜
样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师生。

二是教育引导青年师生热爱伟大
祖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热爱祖国是
新时代中国青年立身之本、成才之基。
要结合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深入开展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
代” 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持续开展

“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推进校园文
化建设活动， 引导青年师生将理想与
祖国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是教育引导青年师生担当时
代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振
兴是青年的责任。 要组织实施好“农
村教师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计划”
和“到村任职”等基层项目，积极引导
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和中西部就业
创业。 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
问题结合起来，关注师生工作学习生
活等实际困难，提供精准帮扶，在关
心人帮助人中教育人引导人。

四是教育引导青年师生勇于砥
砺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奋斗是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要深入开展劳动
教育，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
劳动，树立依靠辛勤劳动创造美好未
来的观念。 要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
和志愿服务，推动开展“小我融入大
我，青春献给祖国”实践教育活动，为
青年师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提
供更丰富的机会。 要充分利用大学科
技园、产业创业园等平台，为师生创
新创业提供支持与服务，鼓励青年师
生要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斗者开
拓者奉献者。

五是教育引导青年师生练就过
硬本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
苦练本领、增长才干的黄金时期。 要
树立全面发展、人人成才观念，推进
各阶段教育有机衔接、教科研实践紧
密结合，为学生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要稳步实施教育综合改革， 深入推
进课程改革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等，不断创新人才培育模式，不断提
升教育质量，推动优质教育教学资源

共享，培育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
六是教育引导青年师生锤炼品德

修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人无德不
立，品德是为人之本。 要以全国“三全
育人”综合改革试点省建设为契机，深
入实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
程，推进十大育人体系建设，使思想政
治工作成为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
要贯彻落实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座谈会的精神， 不断推动思政课的改
革创新，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
和亲和力、针对性。要坚持不懈培育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青年
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
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通知强调， 各地各校要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 加强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组织
领导。 要结合工作实际，联系青年师
生思想实际，认真制订学习贯彻工作
方案。要强化宣传阐释，运用报刊、广
播、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体开设专栏
专版和专门频道， 运用专家解读、图
片解说等方式，全方位、立体化、通俗
化地宣传解读重要讲话精神。要深化
学习成效，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体现
到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具体实践和
青年学生成长发展的各个环节中。

（上接 01 版②）
其实在不少学生的心底， 最想感

谢的人还是老师。 刘炎学校留守儿童
占大多数， 很多孩子四年级就开始寄
宿，校长孙文桃和学校的 12 名老师成
了学生的“家长”。天气冷暖变化，他们
为学生添衣加被；晚上有孩子生病，他
们连夜把学生送去医院； 山窝窝里没
有补习班，他们牺牲休息时间，不让孩
子们的成绩掉队。

老师的无私付出， 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这些山里娃娃。在刘炎学校工作
了 6 个年头的游兰芳告诉记者：看
似调皮捣蛋的李国忠， 每个周末都
会帮年迈的爷爷放羊； 身材娇小的
刘鑫常常为爷爷奶奶做饭， 每天带
着弟弟上学、辅导弟弟的功课；内向
腼腆的李佳琪成了空巢老人向奶奶
的“孙女儿”，一有空就去陪她说话
聊天。

一座小小的纪念亭， 就像一座无
声的丰碑，伴随着孩子们成长，在他们
心里种下温暖与爱， 也埋下理想与信
念的种子。思政课的最后，游兰芳让大
家谈一谈理想，“将来我要当一名警
察，像刘炎烈士一样，在祖国需要的时
候挺身而出。 ”11 岁的李国忠立下的
志愿，或许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

2019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会议召开

近日，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培养规
划（2019—2023 年）》。《规划》提出通
过专题理论轮训计划、 示范培训计
划、项目资助计划、宣传推广计划等
多种途径和措施，配齐建强思政课教
师队伍，努力培养造就数十名国内有
广泛影响的思政课名师大家、数百名
思政课教学领军人才、数万名思政课
教学骨干, 推动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
队伍更平衡更充分发展, 整体水平不
断提升,切实办好新时代高校思政课。

据教育部网站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
设， 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优势资源，教
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做好 2019 年银龄
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2019
至 2020 学年拟招募 4000 名优秀退
休教师到农村讲学， 其中湖南拟招
260 人。

据介绍，申请银龄讲学计划的退
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
干教师为主，年龄一般在 65 岁（含）
以下。讲学教师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
以上教师职称，以高级教师为主。 讲
学教师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 学
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

据新华社

教育部计划培养
万名思政课教学骨干

2019银铃讲学计划印发
湖南拟招 26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