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12日讯 湖南是基础教
育强省，北京朝阳区在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等方面优
势明显，两地在教育领域合作，将擦出
什么样的火花？ 今日，2019年京湘基
础教育论坛在长沙开幕，来自京湘两
地的教师、 省市县区学科教研员等
1700多人齐聚一堂，共谋两地教师队
伍建设发展合作、融通共享之策。

本届论坛作为促进京湘两地教
育合作框架协议落地落实的接力“重
头戏”，将主题聚焦为“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推进教育现代化”。论坛包括主
论坛、分论坛（校长园长论坛、教师论
坛、教研员论坛）及学前、小学、初中、
高中四个学段12门学科的现场课堂
教学展示与观摩。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通讯员 易海华

京湘教师再“串门”
共谋融通共享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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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2日讯 湖南
文化旅游资源丰厚，哪些地方
是你心中的文旅圣地呢？今天
下午，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
信办与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的“2019湖南十大文旅地标
推选活动”在长沙启动，推选
通道亦同步开启。该活动也是
湖南省第八届网络文化节的
一项重要的主体活动。

据悉， 启动仪式后，组
织申报、初步遴选、大众投
票、专家评审、审定公示、颁
奖授牌等阶段将陆续开启，
整体活动将持续至 2020年
初。 最终， 将评选出 10个
2019湖南十大文旅地标，在
省内外媒体进行宣传推介。

凡是湖南省范围内与文

化旅游相关的， 具有代表性、
知名度的地理标志物，包括自
然标志物、人文建筑物等皆可
参加申报。每个景区、街区、园
区等仅限一个地标参选。大众
投票通道设省文化和旅游厅
官方网站、“文旅湖南”微信公
众号等。

值得注意的是，参选的文
旅地标需提供视频介绍（时长
15分钟内，分辨率1280×720
以上）、 文字介绍（1500字之
内，含文化研究价值、美学价
值、旅游价值、品牌价值等4个
方面阐述）、照片（5-10张，每
张像素在1M以上， 配图说），
由各市州、县市区文化旅游管
理部门组织申报。

■记者 丁鹏志

湖南文旅十大地标等你来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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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水果、 拉货都离不开电瓶
车，我已经两天没干活了。”11月11
日，在长沙市开福区德雅路86号一
个小巷子里， 拄着双拐的廖红说
起前一天三轮车的电瓶被偷一
事，就一脸焦虑。廖红一家三口均
为残疾人，行走不便，而眼前这辆
三轮电瓶车则是他维持全家生计
的主要工具。（详见本报11月11日
A07版）

得知廖红的这一情况，当天下
午3点，长沙市上善助残服务中心买
好两组电瓶为廖红送上门， 使他得
以像往常一样出门干活。

命运对廖红一家人确实很无
情，虽然已经30岁，但廖红的身高只

有约80厘米，行走主要依赖拐杖，而
且骨骼远比一般人脆弱， 平时最怕
摔跤。他说，病情最严重的是35岁的
大姐，身高比他还矮，母亲也需要依
靠辅助工具才能行走。父亲去世后，
他便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这几
年，一家人陆续来到长沙，靠着到处
打零工或卖手工品维持生计。

从新闻中得知， 廖红一家四
口， 每天的收入有时会有八九十
元，有时却是颗粒无收，这种相当
不稳定的经济收入，对于还需要看
病服药的家庭来说， 是极其艰难
的。廖红及其家人在命运面前并没
有低头， 而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让
生活得以继续， 同时幸运的是，廖

红在长沙的这几年，遇到了不少好
心人的帮助，社会的温情，多少抵
销了生活的部分冷酷。 残疾人往
往因为身体残障，很难找到好的工
作，这也就需要社会给予他们更多
的关爱，在这则新闻中，我们看到
了浓浓的暖意， 无论是邻居还是
社会的助残团体，都给予了廖红一
家人足够的同情与帮助，这种帮助
的给予，也是源于廖红一家身残志
坚，逆境中没有沮丧、没有等待，而
是努力凭借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

在知乎上，有人曾说过“人生
中，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这
种坚韧与乐观， 每一个遭遇命运
不公的人都可以借鉴并执行。如果

缺乏了斗志和信心，又如何与命运
持续抗争？当然，我们也需要来自
外界的力量和温暖，因为它可以让
人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让人鼓
足勇气前行。从新闻中助残服务中
心对廖红一家人长期的关照可以
看出，我国的助残事业已经构建了
购买服务、社区等多维一体的社会
支持网络，这些都为残疾人的日常
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尽力
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这也是
我国致力加强残疾人社会保障体
系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果之一。

残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家
庭问题， 而是不可回避的社会问
题。 残疾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需

要制度层面的关照，也需要社会层
面的温情， 无论是制度上的发力，
还是社会上的援助，都能够让残疾
人的家庭和残疾人士个人获得更
好的生存机遇，让他们拥有更多的
尊严。

一则温暖的新闻所体现的，不
仅仅是一起日常的帮助这么简单，
它更关涉到国民个体在一个和谐
的社会中以什么样的方式与他人
共同进步，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命
运的挑战。 无论是群众的爱心，还
是制度的落地，都是为了让他们生
活得更好，也愿这些残疾人士的人
生阳光明媚，多些快乐与轻松。

■本报评论员 张英

问：请您介绍一下《纲要》
的主要框架。

答：《纲要》共有六个部分、
34条， 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板
块。 第一板块包括新时代爱国
主义教育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内
容， 第二板块包括新时代爱国
主义教育的群体对象、 载体手

段和氛围营造， 第三板块是新
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组织保
障。

问： 请问新时代爱国主义
教育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答：《纲要》紧扣时代主题，
提出八个方面的教育内容。（见
右图表）

让温暖来抵销命运的冷酷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答记者问

青少年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中之重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

教育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央宣传部负责人
就《纲要》有关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中央宣传部负
责人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制定印发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对于引导全体人民
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问： 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有哪些具体举措？

答： 青少年是爱国主义教
育的重中之重。 一是充分发挥
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将爱
国主义精神贯穿于学校教育全
过程，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进课
堂、进教材、进头脑。二是办好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紧紧抓
住青少年阶段的“拔节孕穗
期”， 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
革创新， 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在教育灌输和潜移默化中，引
导学生树立国家意识、增进爱
国情感。三是组织推出爱国主
义精品出版物， 针对不同年
龄、不同成长阶段，推出反映
爱国主义内容的高质量读物，
让广大青少年自觉接受爱国
主义熏陶。四是广泛组织开展
实践活动，把爱国主义内容融
入各类主题教育活动之中，组
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活动，丰富拓展爱国主义教育
校外实践领域，引导大中小学
生更好地了解国情民情，强化

责任担当。
问：如何运用多种形式和载

体开展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答：《纲要》 着眼新的形势

和实践， 提出五个方面的具体
举措。 一是建好用好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强
化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教育功
能。二是注重运用仪式礼仪，认
真贯彻执行国旗法、国徽法、国
歌法， 强化国家意识和集体观
念。三是组织重大纪念活动，充
分挖掘重大纪念日、 重大历史
事件蕴含的爱国主义教育资
源， 组织开展系列庆祝或纪念
活动和群众性主题教育。 四是
发挥传统和现代节日的涵育功
能， 大力实施中华传统节日振
兴工程，深化“我们的节日”主
题活动， 引导人们感悟中华文
化、增进家国情怀。五是依托自
然人文景观和重大工程开展教
育， 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游览观
光之中， 引导人们领略壮美河
山，投身美丽中国建设。

■据新华社

三大板块，八个方面的教育内容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导干部群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展现新气象、激发新作为，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爱国报国的实际行动。

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在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的对比中，引导人们深刻认
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倍加珍惜我们党开
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深入开展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帮助人们了解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引导人们在进行伟大斗争中更好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聚焦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

广泛开展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教育，引导人们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
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凝聚起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强大力量。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人们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
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

强化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不断增强“五个认
同”，使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

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和国防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增强全民国防观念。

《实施纲要》八方面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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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社

将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