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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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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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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模范教师代表、 河北省辛集市
清河湾学校教师张梦伟， 全国教书育人
楷模代表、 广西北海市涠洲岛幼儿园教
师范徽丽，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代表、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郝
云亮，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代表、四
川大学教授谢和平分别在会上发言。

丁薛祥、陈希、尤权、蔡达峰、夏宝龙
参加会见。 ②5 （据新华社）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教师群体，习近平一直惦念于心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教师这个群

体，习近平始终惦念于心。 考察、致信、座谈……一言一行，一
字一句，浸润着总书记尊师重教之情。 新华社《学习进行时》原
创品牌栏目“讲习所”推出文章，和您一起感悟。

尊师重教 “是老师培养了我们”
近年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走进校园，与教师亲切交谈；数次
致信或批示，表达崇敬与关怀。一
言一行，字里行间，饱含着他对教
师的关心，对教育的重视。

“教过我的老师很多，至今
我都能记得他们的样子，他们教
给我知识、 教给我做人的道理，
让我受益无穷。 ”2014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
代表座谈时深情回忆。

2014 年 5 月 30 日， 在北京
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与教师代表等
座谈时， 习近平专门邀请来了自
己的初中语文老师、 后来调到少
年儿童出版社工作的陈秋影老
师。总书记笑着对陈秋影说，我还
记得读初中一年级时， 您教我们
语文，把课文解释得非常好。

2016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回
到自己度过小学和初中岁月的母
校———北京市八一学校。 在当天
的考察中，习近平同陈仲韩、陈秋
影等几位老师一一握手， 愉快回
忆往事。 一位老师对总书记说：
“您给人民带来了幸福。 ”习近平
答道：“是老师培养了我们。 ”

时间如白驹过隙，当年的老
师们，青丝皆成华发，始终不变
的，是师生之间浓浓的情谊。

教师这个群体，常常令习近

平感动。 感动于他们孜孜以求，
至诚报国。 感动于他们扎根基
层，无私奉献。 感动于他们心有
大爱，辛勤耕耘。 感动中饱含敬
意，满怀期待。

“希望你们继续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 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拿
出更多科技成果，培养更多知农
爱农新型人才，为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
高亿万农民生活水平和思想道
德素质、促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不断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2019 年 9 月 5 日，习
近平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
长和专家代表回信。

“希望广大教师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
导者和引路人”“努力做教育改
革的奋进者、 教育扶贫的先行
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

“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以你
们为榜样，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
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
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 ”习近
平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
生群体代表回信中强调。

感恩、感动、期待，尊师重教
之情，跃然纸上。

立德树人 “好老师是民族的希望”
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

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
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
造新人的时代重任。

习近平在北京市八一学
校考察时指出， 一个人遇到
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 一个
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
荣， 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
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
族的希望。

什么样的老师才称得上

是“好老师”？
习近平同北京师范大

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
好老师心中要有国家和民
族， 要明确意识到肩负的
国 家 使 命 和 社 会 责 任 。
2018 年 5 月 2 日，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
指出， 要引导教师把教书
育 人 和 自 我 修 养 结 合 起
来，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
学、以德施教。 也就是说，

好老师首先要有“师德”，
既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又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
良好的自我修养。

好老师还要有“师识”，
具备扎实学识、广阔的视野。

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
的事业。因此，好老师还要有
一颗仁爱的“师心”。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师
德”“师识”“师心”，一个“好
老师”不可或缺。

关怀备至 “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
教书育人，呕心沥血，默

默奉献， 教师为国家发展和
民族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国将兴， 必贵师而重
傅”。 2013 年 9 月 9 日，习近
平向全国广大教师致慰问信
时指出：全社会要大力弘扬尊
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使教师成
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

习近平一直非常关心教
师的切身利益， 关心教师们
的“获得感”。 2018 年 9 月 10
日，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强调， 随着办学条件不断
改善， 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
师倾斜，不断提高教师待遇，
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 热心
从教。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把对
教师群体的关心落到实处。

2015 年 6 月， 党中央、

国务院出台专门指向乡村教
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乡
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 为乡村教师解决后顾
之忧。 2018 年 1 月，《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
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
见》印发，对不断提升教师专
业素质能力、 不断提高教师
地位待遇等提出了具体举
措。 2018年 8月，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调整优
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
益的意见》，强调要不断提高
教师队伍建设保障水平，健
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
机制， 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
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
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
平， 力争用三年时间解决义
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待遇问
题。 总体规划，扎实推进。

解决教育界存在的问

题， 习近平认为必须靠深化
改革。 习近平同北京师范大
学师生代表座谈时强调，要
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加
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
找准教师教育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寻求深化教师教育改
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不断
提高教师培养培训的质量。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指出， 要深化教育体制改
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
向， 坚决克服唯分数、 唯升
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
的顽瘴痼疾， 从根本上解决
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要深
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
革， 充分激发教育事业发展
生机活力。

殷切关怀、深深嘱托，习
近平对教师这个特殊群体情
真意重。 ②5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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