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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界教育界联组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四川教育系统热烈反响

2021年全省教育工作视频会议在蓉召开

心系千秋伟业 承续百年风华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3 月 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看望参

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

卫生界、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

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教育公

益性原则，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

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设高质量教育

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我省各地各校积极组织师生通

过各种方式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内容丰富、振奋人心，为“十

四五”开局背景下教育事业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

坚定理想信念
承担立德树人光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是教育

工作的中坚力量。有高质量的教师，

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总书记对教师

的关心与关切引起了四川教育系统

干部和教师的强烈共鸣。

“作为一名从教近三十年的一线

教师，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内

心无比激动，感受到作为一名教师的

光荣与自豪，也充满了责任感和使命

感。”雅安市雨城区实验小学教育集

团北二路校区教师姜海燕说，唯有牢

记总书记嘱托、不忘立德树人的初

心，方能不负“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

业”之称，才能不辱“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之名。

成都工业学院2020年度“教学名

师”黄立平说，在当前滚滚的经济大

潮之下，习总书记要求教师要有“捧

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

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

身教育事业，是希望广大教师要树立

理想信念，热爱教育，成为引领良好

社会风尚的榜样。

“总书记说，做好老师，就要执著

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淡

泊名利的坚守，就要有理想信念、有

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

心。”西南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研

究员陈勤说，这是对社会关切的“高

质量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教师”的最好

回答。

四川农大教师赵海伦是一名入

职不久的思政课教师，“总书记的讲

话让我明白了教师一定要自己先明

道、信道，才能正确引导学生，让他们

成长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她表示，今年正值建

党 100 周年，她准备尝试用视频、说

唱、辩论赛等喜闻乐见的形式提升课

堂教学质量，培养学生学史兴趣。

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聂文晶说，作为一名高校思政

课教师，要坚定理想信念，严于律己，

关爱学生，做好教书育人工作，为培

养各民族优秀人才，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在党的领

导下，干好本职工作，用实际行动践

行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勇往直前，争

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

的事。”泸州市纳溪区合面镇中心小

学教师贺大群说。

雅安市汉源县富林二幼教师徐

晏池表示，身教大于言传，足见教师

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

爱之心对于塑造学生优良的人格品

质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将牢记总

书记的嘱托，以优良的师德师风立德

树人。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民航安

全工程学院院长贺元骅说，作为一名

普通高校教师，他将牢记总书记的嘱

托，坚定理想信念，承担立德树人的

光荣使命，持续弘扬“帮思想、教技

术、带作风”的中飞院教学传统，为建

设民航强国而终生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政治要强、情怀要

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

人格要正，这六句话指明了思政课教

师队伍建设的总体要求，也凝聚着总

书记的殷殷期望。”电子科技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叶本乾说，办好

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我们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办好思想政治理论

课，立德树人，培根铸魂，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抓好师德师风建设
弘扬尊师重教良好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师德师

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要在全党全社

会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

“总书记鲜明指出要把师德师风

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再次体现出了抓

好师德师风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四川农业大学教师工作部教师

王洪说，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形

势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更需要教

师们真正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 ”。下

一步，学校要加大力度，将师德师风

建设融入教师日常工作当中，通过开

展典型报道、专题培训、特色竞赛等

丰富形式，全方位引导教师从“他律”

走向“自律”。

成都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部长

李焰表示，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意义。下一步，

学校将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以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职业理想

和职业道德水平为重点，强化师德教

育，引导广大教师力行师德规范，做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

识、有仁爱之心的党和人民满意的好

老师。

内江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

局党组书记、局长鲁英杰表示，“学高

为师，身正为范”，教师是学生的引路

人，是学生成长的心灵导师。“我们将

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质赋

能，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健全考核评

价标准，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大力营

造‘师以从教为荣’的社会氛围，推动

内江教育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鲁磊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 陈朝和）3月5日，2021年

全省教育工作视频会议在蓉召开。会议强调，全省

教育系统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

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以“奋进

之笔”为引领，以“鼎兴之路”为抓手，以建党100周

年系列庆祝活动为载体，倾情而为、倾力而动，加快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

教育强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推动治蜀兴川

再上新台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李江作讲话。

会上，省委教育工委、教育厅班子成员李国贵、

崔昌宏、戴作安、张澜涛、彭翊、傅明、李志刚通报了

2020 年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了 2021 年及“十四五”

期间重点工作，李光华作书面发言。四川大学、四川

农业大学、宜宾市人民政府、成都市教育局、绵竹市

人民政府、成都树德中学6个单位作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2020年，面对异常艰难的形势与任

务，全省教育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坚定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政治责

任，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平安校园保卫战、教育扶贫攻坚战、实现义务教

育有保障上夺取全面胜利；在促进教育公平、加快

构建优质均衡基础教育服务体系上持续用力；在深

化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推进技能型人才培养上探索

新路；在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提升教育对区域

经济发展的支撑上守正创新；在规范社会与民办教

育秩序、构建竞争有序充满活力上推陈出新；在深

化综合改革、打造重大试验示范区上气象更新；在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更加主动；在面向基层、服务

地方的意识上更加自觉，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实现

新作为再上新台阶。

会议指出，2021年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又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之年。立足百年大

党新起点，置身百年未有大变局，接力百年奋斗新

征程，教育工作十分繁重，容不得丝毫懈怠；小康进

程制胜于此，容不得半点放松。全省教育系统党员

干部、教职员工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甩开膀子认真

干，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辛勤耕耘、勇往直前，

在新时代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会议强调，要尊崇科学思维、遵循教育规律，加

快建设教育强省。教育是百年树人、静待花开的立

国基业，而教育本身又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要铸

“党的领导、全面从严”事业之魂，坚持把加强党的

领导、党的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根”和“魂”，

学深悟透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领悟“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政治艺术，提高

“祸患常积于忽微”的政治警觉，增强“草摇叶响知

鹿过”的政治敏锐，保持“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政治

定力，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反腐

败斗争”上落实和保证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

建设，确保“全面领导、全面建设、全面从严”。要立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之志，克服“孤芳自赏”

式的办学，防止“坐井观天”式的治校，杜绝“商品交

换”式的教书，避免“急功近利”式的育人，努力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会议强调，要担“贯彻方针、立德树人”使命之

任，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一根本问题，抓思政教育“铸魂魄”、抓意识形

态“筑防线”，坚守教书育人主阵地，高扬立德树人

主旋律，凝聚奋进新时代的正能量，做到理论教育

与社会实践同频共振，把学生的潜力开发出来、智

慧启迪出来，实现学生全面发展、成长成才。要行

“五育并举、三全育人”教育之法，将思政教育与国

家意志、文化传承、厉行法治、民族振兴、生命健康、

奋斗精神、责任担当等深度融合，汇集起“政界学界

—家庭社会—课任教师—学业导师—辅导员（班主

任）”等育人合力。要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奋进

之责，坚持按教育规律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按经济

规律规划布局建设学校，按市场规律加快推进职业

教育，高水平编制教育“十四五”规划，“由远及近”

定框架，锚定 2035，锁定 2025，确定 2021，系统谋划

标志性引领性支撑性项目，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教育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3 月 5 日，

2021年四川省教育工作视频会议在蓉

召开。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全省教育系统将通过九

个“一”系列主题活动，传承红色基因、

传续精神族谱，礼赞党的百年华诞。

据悉，活动将通过“一学一讲一阐

释”筑牢理想信念、“一看一唱一联颂”

汇聚磅礴伟力、“一谈一悟一奋进”砥

砺初心使命。分级分校组织、分层分类

实施，做到大中小幼全覆盖。

一要在党向党，通过“一学一讲一

阐释”筑牢理想信念，行好向党致敬的

教育礼。

四川省教育系统将开展九个“一”
系列主题活动庆祝建党100周年

“一学” 学好党的历史

“一讲” 讲好革命故事

“一阐释” 阐释理论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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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 看辉煌成就

“一唱” 唱红色歌曲

“一联颂” 联颂党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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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 谈深学习体会

“一悟” 悟透历史责任

“一奋进” 砥砺奋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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