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0日上午， 长沙
市高铁南站西广场，2019
年湖南省欢送新兵入伍仪
式在这里举行。 首批数百
名新兵胸佩红花绶带，穿
上崭新的军装，精神抖擞，
载着亲人热切期盼和国防
崇高使命， 奔赴陆军、海
军、空军等部队服役。

记者 石芳宇 通讯员
文巧 陈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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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0日讯 今天
下午， 全省庆祝第35个教
师节先进事迹报告暨表彰
大会在长沙召开。会前，省
委书记杜家毫， 省委副书
记、 省长许达哲会见了优
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表示祝贺， 向全省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
以节日的问候。

省委副书记乌兰参加
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
话， 省领导张剑飞、 吴桂
英， 省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许云昭参加会见或出席表
彰大会。

“你们的事迹温润人
心、感动三湘，让我们心生
敬意。”会见中，杜家毫充
分肯定全省广大教师和教
育工作者长期以来为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科教
强省建设作出的杰出贡
献。他说，教育事关长远发
展， 创新开放的湖南需要
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希望
大家始终不忘初心， 坚持
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
务，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上担当作为， 努力做党和
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始终
满怀爱心， 牢牢把握爱的
教育灵魂， 引导学生坚定
信仰信念信心， 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 做有大爱

有大徳的好老师； 始终保
持恒心，坚持勤勉学习、潜
心钻研， 自觉增强学养学
识学问， 不断提高教书育
人本领，努力做知识渊博、
教艺精湛的好老师； 始终
注重修心， 把教书育人和
自我修养结合起来， 弘扬
良好师德师风， 做以徳立
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
好老师。

杜家毫强调， 全省各
级党委、 政府要坚持优先
发展教育方针不动摇，更
加重视教育、 更加关爱教
师， 着力提高教师政治地
位、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
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
业， 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
教的良好风尚。

会议表彰了我省获得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
国模范教师和全国教育系
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
师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荣誉称号的集体和个人，以
及湖南省优秀乡村教师。

石门县皂市镇中心学
校教师集体， 永州市第一
幼儿园一级教师张丽鹰、
益阳市第六中学一级教师
钟艳艳等优秀教师和优秀
教育工作者代表在会上分
享了各自教书育人、 默默
奉献的感人故事。

■记者 贺佳 贺威
周帙恒 黄京

本报9月10日讯 截至8月
底， 全省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共
上报专项整治重点问题1669个，
拟定整改措施3000余条，完成问
题整改1083个； 今年1-8月全省
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1480起……今天上午，省政府
新闻办召开湖南省第一批“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新闻发
布会， 介绍我省第一批主题教育
开展情况和第二批主题教育工作
思路。

我省第一批主题教育于今年
6月初启动、8月底基本结束，154
家单位、1.2万名处级以上党员干
部、11.1万多名党员参加。活动全
面对标“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总要求，聚焦理论学习这
一根本任务， 突出整改落实这一
检验标尺，在理论学习有收获、思
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
为民服务解难题、 清正廉洁作表
率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
果， 受到中央领导肯定和广大群
众好评。

抓牢抓实理论武装这一根本
任务， 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
深刻的思想政治洗礼。 围绕学深
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组织引导党员干部以
自学为主，通读深读《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
选编》等；省委常委带头、1200多
名党员领导干部讲专题党课
1600余场。

真找问题、找真问题，广大党
员干部对思想之尘和行为之垢进
行一次全面排查清理。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省委副
书记、 省长许达哲带头深入基层一
线调查研究。 第一批单位形成调研
报告1000多篇， 提出建议4800多
条， 均召开了质量较高的调研成果
交流会。广开言路征求意见，收集到
对省直单位和省管企业领导班子的
意见建议1.2万多条。

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
党员群众普遍感受到了主题教育带
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台账式管理、
对账销号为抓手， 对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
示批示贯彻落实情况开展“回头
看”； 推动各地与干部开展谈心谈
话，提拔重用敢于担当的干部1600
余名， 问责不担当不作为干部180
名；今年1-8月，全省共查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480起；全省
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771
个、处理1375人；迅速开展自查自
纠， 已有269个地方和单位共1860
名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上报自查材
料；今年1至7月，全省立案查处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案件3389件，
处理13254人； 全省共整顿提升软
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1564个，调
整不合格不胜任不称职村 (社区)党
组织书记612人；截至7月底，中央
督导组反馈意见中的问题全部落实
整改措施。

根据中央意见和省委部署，第
二批主题教育从2019年9月开始、
11月底基本结束， 参加第二批主题
教育的单位有14个市州、122个县
市区、90所省属高校，15万多个基
层党组织、380多万名党员。

■记者 石芳宇

在第三十五个教师节
到来之际， 庆祝2019年教
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9月10日在京举行。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
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
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
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上午11时， 习近平等
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
等走到代表们中间， 同大
家热情握手，不时交谈，并
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
讲话。她说，新中国成立70
年来， 我国教育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广大教师
为人师表、潜心育人，为国
家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
贡献。希望广大教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围绕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以德施教、立德树人，刻苦
钻研、 教学相长， 尊重宽
容、严爱相济，做党和人民
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各
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
高教师待遇， 增强教师职
业吸引力， 营造尊师重教
的良好氛围。

会上表彰了718名“全
国模范教师”、79名“全国
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597个“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以及1432名“全国
优秀教师”、158名“全国优
秀教育工作者”，授予1355
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此前， 教育部等还推选了
10位“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 ■据新华社

习近平会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10名湖南优秀教师获全国表彰

全省庆祝第35个教师节
先进事迹报告暨表彰大会召开
杜家毫许达哲会见优秀教师
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链接

110名湖南教师
获全国表彰

这个教师节，我省共有110
名优秀教师获教育部等部门
表彰，8名教师代表进京领奖。

在教育部今年推选的“全
国教书育人楷模”10人名单中，
中南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
士桂卫华上榜。他从教38年，培
养了上百位硕士、博士、博士
后， 为我国自动化领域输送了
一批高层次人才。在教育部表
彰的1432名“全国优秀教师”
中，新化县吉庆镇南山中学王
云真等66人入选。 凤凰县沱江
镇箭道坪小学校长石金先等7
人获评“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称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与教育部共同评选的718名“全
国模范教师”中，株洲市第二中
学王琼辉等33名教师入选，平
江县第一中学副校长何进等3
人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
作者”。 另有中南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等24个单位获评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殷渊

长沙299万元
重奖优秀教师

9月10日，长沙市举行庆祝
第35个教师节暨优秀教师表彰
大会， 共有179名优秀教师、优
秀教育工作者和10个名师团
队、60个单位、45个教育科研项
目受到表彰奖励，总奖金达299
万元。现场还公布了长沙市第
二批名校长和卓越教师评选
结果，明德中学校长刘林祥等4
人当选首席名校长，长沙市同
升湖国际实验学校校长孙培
文等15人当选为名校长。

■记者 刘镇东

全省第一批主题教育
完成问题整改1083个
第二批主题教育9月开始,11月底基本结束

欢送新兵入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