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强在西华大学作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时勉励广大青年学生

传承红色基因勇于创新作为
在助力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中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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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据四川日报 5 月 31 日，省委副

书记、省长黄强前往西华大学作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勉励广大青

年学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中国科学

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

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从党史学习中感悟初心使

命、汲取奋斗力量、坚定前进信心，自

觉肩负起历史重任，传承红色基因，

勇于创新作为，让青春在治蜀兴川、

建设祖国和服务人民的不懈奋斗中

绽放绚丽之花。

黄强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对百年党史的

学习认识和科技自立自强的切身体

会，用生动鲜活的党史故事和自主创

新案例，从“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中国

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党的历

史既是建军的历史，也是强国的历

史”“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

的科技自立自强”三个方面作党课报

告。

黄强指出，我们党成立的这 100
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成就

最大、最辉煌的 100 年，我们党也发

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

政党。成功的答案和宝贵的启示是

什么？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是共产

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党的

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共产党人从胜利

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实事求是是

共产党人的金钥匙和生命线，一切

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共产党

人最大底色和不变本色、自我革命

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和政治勇

气。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军队和国防

建设及科技事业发展留下浓墨重彩

一笔。实践证明，落后就要挨打，国

家强大了，人民才有尊严。经验教训

警示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

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树立“越是

卡什么，越要干成什么”的决心，坚

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努力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黄强说，“十四五”期间，我省发

展空间广阔、发展势头强劲，希望广

大青年学生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等重大机遇，充分迸发创新活

力，创造出更多原创性、有价值成果，

共同推动全省科教优势转化为创新

优势，在助力科技自立自强和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中建功立业。

报告会后，黄强来到西华大学先

进飞行器与动力四川省高校重点实

验室，调研推进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和

无人机及发动机为载体开展产业化

研究情况，强调要传承老一辈科学家

精神，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

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西华大学党委书记余孝其主持

报告会。副省长罗强，省直有关部门

负责人和党员代表、成都市党员干部

代表、西华大学师生代表等参加。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 陈朝和）6月

1日，教育厅召开全省校园安全稳定工

作视频会议。会议强调，全省教育系统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有关领导同志的指示批示精

神，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铁面抓部

署，铁腕抓整治，铁心抓落实，坚决守

好守牢全省教育系统安全底线。教育

厅党组书记、厅长邹瑾出席会议并讲

话。

邹瑾指出，进入夏季，洪涝灾害、

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多发，各类传

染疾病高发，加之近期部分省市出现

散发新冠肺炎疫情，各地各校要坚持

生命至上，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

思想；正视目前严峻形势，进一步增强

做好校园安全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层层压实责任，狠抓整改，化解风

险，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防止

事故发生。

邹瑾强调，各地各校要坚持问题导

向，进一步抓实工作，确保全省教育系

统平安稳定。要立即开展大排查、大清

理、大整治活动，切实把风险隐患摸清

楚，把存在的问题弄明白，把整改措施

落实到位；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要求，加强校园防控体系建设，推进全

省校园安全系统、安防网络建设，确保

校园安全防范达到“五个 100%”；要一

以贯之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坚决

杜绝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和

松劲心态；要全力以赴抓好考试安全工

作，确保高考、中考、艺考平稳顺利进

行；要积极抓好信访积案化解工作，加

大矛盾纠纷源头防范化解力度，全力维

护教育系统和谐稳定；要扎实做好思想

政治工作，切实筑牢意识形态领域防

线；要加强防震减灾演练，实现全省学

校全覆盖；要加强防网络诈骗宣传教

育，提升学生防诈骗意识和能力。

邹瑾要求，校园安全的主体责任

是当地党委、政府和学校，各地各校要

压紧压实安全工作责任，把校园安全

作为安全生产的重要环节、重要部分，

重视到位。全省教育系统要从上到下、

条款结合落实安全责任。教育厅将建

立严格的督察机制和负面清单，对安

全工作实行目标管理。

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党

组成员李国贵主持会议；省委教育工

委委员，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戴作

安部署高考安全工作；省委教育工委

委员，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澜涛

部署食品安全、防震减灾、安防建设等

相关工作。

在蓉高校党委或行政主要负责

人；教育厅机关各处室及相关直属事

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主会场参加会

议。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主要负责

人，直属学校主要负责人，属地高校

党委或行政主要负责人在分会场参

加会议。

“到我这个年龄，图啥？图的就是

孩子有个好前程。”

今年3月，58岁的绵阳市三台县居

民邓建武做了一个决定，应聘到高速

公路当保洁员。每天一大早，他骑电瓶

车到工作站，换上专业工作服后，前往

指定位置进行清扫。

虽然工作很辛苦，但邓建武“累并

快乐着”。2020年9月，他读初三的儿子

邓仁生，因为学校布局调整，从办学困

难的乡镇中学转入了县城一所优质初

中。眼见孩子的进步，邓建武心头“热”

了，他要为孩子的未来多攒些钱，“将

来娃读到哪里，我们供到哪里。”

邓建武所在的三台县是川中丘陵

地区的农业大县，人口 142 万，过去有

乡镇 63个、建制村 932个。从这里能看

到四川县域的一个“剖面”：乡镇和建

制村数量多、密度大、规模小，公共资

源被稀释，服务效能亟待提高。在教育

领域，一边是乡村学校“门可罗雀”，一

边是城镇学校“一位难求”，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也加剧了城乡教育资源分

布的不均衡。

近年来，四川着力推进乡镇行政

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如何抓住

做好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的契机，

进一步提高教育方面的资源配置和使

用效率，成为绵阳乃至四川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紧迫任务。

“划一条优质公平的起跑线”
通过多次家访，三台县一中英语

教师曾丽才真正开始了解邓仁生和他

的家庭。她是邓仁生的班主任，刚接触

这个学生时，“懂事、听话、能吃苦”是

曾丽对他的第一印象。

但慢慢地，她发现这个学生偏科

较严重，“英语基础差，基本不张嘴，辅

导起来很费劲。”

她决定通过家访找找原因。邓仁

生家所在的禾加镇，距离县城 20 多分

钟车程，原来是一个乡，近几年并入县

城潼川镇。

家访中，曾丽得知务农是邓仁生

家主要的收入来源，家庭经济比较拮

据。说起儿子，母亲姚春芳满脸自豪，

“我儿子成绩很好，我们再苦再难，都

要供他好好读书。”

本想聊聊英语成绩的事，可听见

母亲这么说，曾丽话到嘴边又咽了回

去。她后来了解到，邓仁生在曾就读的

禾加中学，成绩一直是全班前十，所以

父母会觉得他成绩很好，“但他们忽略

了，全班一共只有19个学生。”

“学校靠近县城，不少学生都转到

县城学校，甚至是市区、省城学校念

书。全校学生最少时不到70人，老师却

有18名。”任麒麟曾是邓仁生在禾加初

中时的英语教师、班主任，她说从生师

比上来看老师数量超标，但其实部分

学科教师依然紧缺，例如全校英语教

师只有 2 名。任麒麟说，她每天会花大

量的时间找教学资料，对学生的学习

需求来说，还是杯水车薪。

“禾加初中的情况，在全市农村学

校中比较普遍。”绵阳市教育和体育局

局长胡东说，绵阳曾在全市范围内进

行调查和测算，100人以下小规模学校

生均培养成本，是800人以上学校生均

培养成本的 4 倍多，“但师生的教学效

果却并不尽人意，造成教育资源的极

大浪费。”

一次次的家访让曾丽感慨万千，

“当不少城市孩子因各类辅导、培训太

多而苦恼的时候，还有很多学生只能

完全依靠学校教育。”

从那以后，曾丽尝试站在学生的

立场上去反思自己的教学，在面对邓

仁生一样的学生时更多了一份耐心，

从课堂教学设计、作业批改、课后辅导

等各个环节，都注意兼顾基础薄弱的

学生。

临近中考，邓仁生在诊断性测试

中的表现一次比一次好，曾丽特别欣

慰，“如果他能通过读书走出去，或许

能改变整个家庭的境况。”

如何让更多学生实现从“有学上”

到“上好学”的转变？

伴随着两项改革的稳步推进，目

前三台县乡镇数量减至 33 个，建制村

减少为383个，行政区划调整为城乡教

育资源的重新配置提供了有利契机。

去年以来，三台县加快推动校点

布局与人口流向配套、师资力量与就

学需求对应，逐步实现高中向城区集

中，初中向中心集镇集中，小学向乡镇

集中，幼儿园向人口聚集区集中，校点

布局正从分散低效向集约高效转变，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断增大，三台城

乡学校呈现出新的面貌。

“不论农村还是城市，望子成龙是

每个家庭最直接而朴素的愿望。”胡东

说，办好学校并不是县域教育的终点，

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满足人民群众

需求才是最终目的。做好两项改革“后

半篇”文章，努力为学生划一条优质公

平的“起跑线”，才能让越来越多“邓仁

生”改变命运。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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