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新芽岁岁破枝、枝干年年伸展，百年

复兴伟业而今踏上新征程，迈步从头越。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地表示，新

的征程上，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

史，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

而奋斗。百年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

民而兴，始终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为

人民利益而奋斗，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担在肩头、放在心上。

教育是攸关国家发展、民族兴衰的

百年大计，也是寄托亿万家庭对美好生

活期盼的民生工程。中国的未来、家庭

的希望系于青年，而青年的成长寄托于

教育。人民对美好生活有向往、对优质

教育有渴求，我们必须坚守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办好人民满意的

优质教育，构建具有全球视域、浙江品

质的高质量现代教育发展体系，奋力打

造“浙里优学”金名片。

回眸百年，浙江始终把教育放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锐意进取、改革创

新，解决了“有学上”问题，奠定了总体

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现实基础。远观未

来，新时代赋予浙江教育新使命，要为

打造“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社会主义现代化

先行省”“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强有力

的人才支撑，树立“上好学”的新标杆，

培养具有浙江特质、中国情怀、国际视

野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面对新时代新要求，浙江教育与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与浙江在全国的地位

影响、与人才强省和创新强省首位战略

要求、与人民群众期盼仍有差距，需要

我们踔厉奋发、笃行致远，聚焦人民对

教育的“急难愁盼”，把“问题清单”变成

“履职清单”，用“辛苦指数”提升“满意

指数”，破解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提升人民对优质教育的获得感和对高

质量现代教育体系的满意度。

要完善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顶层

设计，纲举目张、擘画未来。面对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为应对全球新一轮科

技革命、产业变革和重大科技创新对

教育形态的重塑，要以我省教育事业

发展“十四五”规划为指引，拉高标杆

强谋划、着眼融合强推进、立足当前强

落实，建立同浙江发展新空间格局相匹

配的各级各类教育布局结构和人才培

养结构。

要加强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改革

魄力，创新以对、锚定未来。以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以数字化改革为

牵引，做好教育改革发展举措的“加

法”，放大政策资源支持的“乘数效应”，

练好浙江教育内功。同时发挥浙江改

革开放优势，畅通国内国际教育循环，

当好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的排头兵和示

范区，打响“浙里优学”品牌。

要满足人民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诉求，优化服务、开创未来。以打造美

好教育为根本出发点，分类推进各级各

类教育协调发展，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

给，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发展差距，让

每一位适龄人口得到更公平更优质的

教育；以服务新发展格局为己任，统筹

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教育链、人

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将教

育力转化为生产力，以美好教育推动美

好生活。

为满足人民对优质教育的向往接续奋斗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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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幼儿和小学生暑期“看护难”问题，金华市婺城区推出
了假日学校托管服务。7月7日开班当天，金华市站前小学组
织学生到劳动教育基地开展采摘活动。据了解，本次托管服务
时间为7月7日至7月30日，内容以暑假作业辅导、自主阅读、
劳动实践、体育锻炼等为主。

（本报通讯员 于兴勇 丁 婧 摄）

暑托生活甜滋滋

本报讯（记者 邹红宇）7月
8日下午，中国—中东欧青年创

新创业论坛在宁波大学召开。

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庄华洁、匈

牙利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与教

育领事辛莉薇出席论坛。

庄华洁表示，举办本次论坛

及“互联网+”大赛中东欧专项

赛，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

峰会上的讲话精神，强化浙江、

宁波的使命担当，强化高等教育

的社会责任，紧跟时代步伐，共

享新机遇，共建新格局，为中国

和中东欧国家青年放飞创新创

业梦想，搭建交流沟通的平台，

拓展创新创业的领域。

庄华洁对在场青年提出三

点要求。一要不负青春，永葆赤

诚之心，加强交流沟通，自信地

接过中国—中东欧传统友谊的

接力棒，在创新创业浪潮中扬起

中国—中东欧青年合作发展的

新风帆。二要不负时代，把握世

界大变局，胸怀国之大者，勇立

潮头，劈波斩浪，把智慧和力量

融入到建设中国—中东欧人民

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中去。三

要不负梦想，磨炼奋斗之志，扎

实掌握双创本领，提高社会适应

能力，努力地使自己成为国家建

设的有用之才、栋梁之材，共同

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走

得更稳、更实、更远。

论坛现场，与会领导共同为

浙江省大学生中东欧创新创业

孵化基地揭牌。浙江外国语学

院、宁波大学、捷克布拉格酒店

管理学院的领导和中东欧创业

青年代表等受邀在论坛上作主

题发言，为推动中东欧青年创新

创业教育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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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院举行建党百年
系列主题创作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金 澜）7月7日下午，中国

美术学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暨建党百

年系列主题创作座谈会在浙江展览馆召开。

近年来，中国美术学院师生发挥专业所

长，参与了“建党100周年主题雕塑工程”《攻

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创作工程暨“百年追

梦”浙江美术书法精品创作工程、首部聚焦中共

二大的非虚构戏剧《辅德里》、战争电影《云霄之

上》等庆祝建党百年系列主题创作。师生们深

入一线基层采风，孕育创作灵感；创作期间，师

生们战严寒、斗酷暑、抗疫情，克服一切不利条

件，如期交上满意答卷。座谈会现场，各团队代

表分享了创作经历。

中国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高世名表

示，接下来将进一步提升“国家重大题材美术

创作一流学科创新平台”，提升国美主题性创

作的一流团队，提升主题性创作的知识丰度、

语言深度和精神高度。

浙江启动STEAM
项目化学习教师挑战赛

本报讯（通讯员 萧 琪）为组织教师研

究项目化学习，推广STEAM教育，7月8日上

午，由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主办的基于在线

研修的STEAM项目化学习教师挑战赛正式

启动。

本次教师挑战赛依托浙江STEAM教育

资源平台上的项目化学习网络公开课等资

源，组织教师开展项目化学习的在线研修，再

通过教师个人参与的项目化学习设计挑战、

教师团队参与的项目化学习实践挑战及挑战

胜出的20名教师代表临时组合进行项目化

学习迭代设计的现场挑战等三轮递进的任

务，驱动广大教师主动钻研与探索，促进更多

教师理解并实践项目化学习，培养有改革意

愿的、理念先进的、有实操能力的骨干教师团

队，推进STEAM教育与项目化学习。

整个挑战赛将历时4个月，11月将召开

全省第四届STEAM教育大会，展示第三轮

现场挑战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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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记者 舒玲玲 武怡晗

日前，由18名80后、90后青年教师

组成的浙江师范大学8090青年教师理论

宣讲团正式成立。这支成员平均年龄不

到34岁的团队，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的贯彻落实、守好“红色根

脉”等主题开展校内外宣讲。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

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

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自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各高校的青

年师生始终是党史宣讲的先锋力量，他们

运用青年话语体系，聚焦时代青春故事，

以灵活生动的形式宣传红色理论、弘扬红

色精神、守好“红色根脉”。

让青年引领青年，杭州师范大学组

建了“师大青博”宣讲团、“青春引路人”

优秀辅导员宣讲团、“青春榜样”优秀学

生宣讲团、“启浪”宣讲团等多个青年宣

讲团体，致力于通过发挥朋辈作用，推动

广大青年接受思想洗礼，激发奋进力

量。截至目前，各宣讲团已面向二级学

院开展特色宣讲146场，受众超过1.4万

人次。浙师大也通过“青年博士讲红色

理论”“青年党员讲红色故事”“青年团员

讲红色基地”，分层分类推进“朋辈+党

史教育课”，“浙师青年说”已开讲44期，

累计阅读量逾10万次。

衢州学院则吸纳了120余位青年加

盟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团，其中00后注

册宣讲员就有50余人。“在校内，宣讲团向

班级纵向延伸，让青年讲给青年听；在校

外，向社会横向拓展，让青年讲给少年听；

在市外，向四省边际辐射，让青年讲给百

姓听。”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建好品牌

宣讲团之余，衢州学院还成立了党史研习

社，开设选修课“新时代理论宣讲人才培

育课”、编写培训教材《新时代青年理论宣

讲辅导读本》，从政治理论、选题要点、宣

讲技巧等方面对宣讲员进行全方位培训，

已然构建起“教材开发+培训课程+理论研

习+宣讲实践”四位一体协同育人体系。

（下转第3版）

运用青年话语体系 聚焦时代青春故事

讲“活”党史，让青年引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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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汪 恒 江 晨）教育

重大项目完成投资31.3亿元、241家学校

结成城乡教育共同体、208家学校食堂智

能“阳光厨房”顺利推进……刚刚过去的

上半年，台州的不少“幸福教育”民生实事

都顺利落地。今年是台州的“幸福教育推

进年”，这些教育民生实事都出自年初规

划的“幸福教育十件事”。

这十件事涵盖推进教育补短提质、

助力乡村教育振兴、聚焦初中补短提质、

开展职教培优、提升老年教育品质等多

方面。台州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黄

人川介绍，这十件事是政府为民办实事

的教育升级版，都是事关学校、师生的大

事要事或“关键小事”，与提升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满意度密切相关。

十件事的背后是台州推进“幸福教

育”的宏大蓝图。台州市于2020年年初

正式启动“幸福教育”建设。黄人川告诉

记者，“幸福教育”倡导的是一种理念和

愿景，旨在通过教育实现人对幸福的追

求并在追求中获得幸福，培养人创造幸

福、享受幸福、理解幸福的能力，为人的

一生幸福奠基。

“幸福教育”如何落地？黄人川表

示，“幸福教育”的核心是教师乐教、学生

乐学，其主载体是“幸福学校”。“教师职

业幸福是幸福教育的源泉，学生幸福是

幸福教育追求的结果。”黄人川说。

台州启动“幸福教育”以来，教育系

统内部初步形成相关共识，一批重大项

目相继完成，课后托管、弹性上学等服

务全面开展，校外培训机构管理、义务

教育招生等治理项目得到优化，中小

学教师减负清单、规划中小学进校园

活动等惠师惠生举措落实，还涌现出

台州市第一中学“日新园”等践行“幸

福教育”理念标杆学校、天台县石梁学校

等一批乡村名校。

今年，台州市将开展幸福学校、现代

化学校创建工作，引导学校践行“幸福教

育”理念，打造一批标杆学校；为提升教

师幸福感，在待遇水平、评职评优、减轻

负担等方面发力；在学生幸福感方面，大

力推动家校共育提档升级，落实五项管

理，围绕“垦荒精神立心”打造育人品牌，

引导学生做精神上的幸福人；加强社会

沟通，推动依法治理，持续改善教育生

态，减少社会焦虑。

为促进“幸福教育”进一步落地走

深，台州除了重点办好作为“幸福教

育”重要载体和标志性成果的十件事，

还同步推进以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特色发展、

特殊教育全程守护、高等教育内涵提

升、职业教育提质培优为主题的六大改

革行动。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台州将以提

高“幸福教育”辨识度为主线，构建教育

发展新格局，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在

此期间，将谋划实施重大教育项目600

个，完成项目投资500亿元；创建100所

省现代化学校和100所幸福学校；学前

教育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60%，义务

教育标准化学校实现全覆盖。

（更多相关内容详见本报今日第2版）

台州：汇聚力量共建“幸福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