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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
计，教师为本。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
求，也对全党全社会尊师重教提出
新的更高要求。”在 9 月 10 日教师
节当天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站在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
对广大教师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
作出的重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专业化教
师队伍寄予了殷切希望，对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极大
鼓舞和激励着广大教师在教书育人
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
人类文明的传承者。在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发展史上，英雄辈

出，大师荟萃，都与一代又一代教
师的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新中国
成立 69 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
教育事业，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
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
受教育的权利，有力推动了经济社
会发展。今天，我们拥有了 1600
多万人的教师队伍，这是一支了不
起的力量。长期以来，广大教师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教书育人，呕心
沥血，默默奉献，自觉承担起传播
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
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
重任，为党和人民培养了一批又一
批优秀人才，赢得了全社会广泛赞
誉和普遍尊重。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一个
人一生遇到好老师，这是一个人的
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这是
这个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拥有源
源不断的好老师，这是这个民族发
展的根本依靠、未来依托。在这个
意义上说，对教师提出高标准、严

要求，是天经地义的，既是对学生
负责，也是对民族负责。今天，面
对新时代新形势对教育提出的新的
更高要求，面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对教师队伍能力和水平提出
的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必须从战略
高度认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
意义，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
础工作，引导教师做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
之心的好老师，做学生锤炼品格、
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
引路人，致力于建设一支宏大的高
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就要
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求落
到实处。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
素质的第一标准，要拓宽教师文化
视野，提高教师综合素养，加强教
师教育体系建设，推动教师成为先
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
定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

和引路人；人民教师无上光荣，每
个教师都要珍惜这份光荣，爱惜这
份职业，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
自己，执着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
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用爱
心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全党
全社会要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
尚，努力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
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享有
应有的社会声望，同时教育投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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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
运 ； 一 颗 丹 心 ， 一 生 秉 烛 铸 民
魂。”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宏大的师
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
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让广大教师更好担当起神圣职责使
命，我们就一定能为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

（载9月16日《人民日报》）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

新华社昨日播发长篇通讯
《从改革开放窗口到攻坚破冰试
验田——从浦东开发开放看中国
改革开放40年》。

40 年 前 ， 这 里 是 阡 陌 纵
横、芦苇摇曳的农田。

28 年前，随着开发开放一
声号角，这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
的新地标。

5年前，中国首个自贸区在这
片热土诞生。面向国际最高标准、
最好水平，世界级的金融中心、航
运枢纽和科学城在这里成长……

“ 抓 紧 浦 东 开 发 ， 不 要 动
摇，一直到建成。”今天的浦
东，正由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走
向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一项
项改革措施从这里复制推广到全
国。东海之滨的改革热土，正在
张开推动改革巨轮破浪前行的强
劲风帆。

文章分三个部分：1、从特

区到新区，树立改革开放一往无前
的旗帜——在面临重大挑战、重大
机遇的历史关头，党中央作出开发
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向世界表明
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
和信心；2、从一个到一群，当好
改革开放排头兵——第一个保税
区、第一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
的开发开放实践，得益于党中央的
亲自谋划，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
相结合的辉煌成果；3、从中国到
世界，精耕服务国家战略的试验田
——进入新时代，站上新起点，唯
有继续推进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才
能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为
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的生活。

全文请扫二维码

从改革开放窗口
到攻坚破冰试验田
——从浦东开发开放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

9月 14日，在加沙地带
与以色列交界地区，一名抗
议者投掷石块。

数千名巴勒斯坦人 14
日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
地区举行抗议活动时与以色
列士兵发生冲突，3 名巴勒
斯坦人被以军士兵开枪打
死。

（新华社/美联）

加沙
冲突再起
以军打死

3名巴勒斯坦人

新华社长沙9月15日电
记者 刘良恒

何叔衡，1876 年出生，湖南
省宁乡人。1913 年何叔衡考入湖
南省立第一师范讲习班，与毛泽
东、蔡和森等同学志同道合，成为
最好的朋友。1918年4月，他与毛
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组织成立新
民学会，曾任执行委员长。

1920 年冬，何叔衡与毛泽
东共同发起成立湖南的共产党早
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
为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7 年马日事变后，何叔
衡前往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
厂，坚持秘密斗争。1928年6月

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9月进入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
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
学习。1930年7月从苏联学习回国
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
组织营救被捕同志，将暴露身份的
同志转往苏区。

1931 年 11 月，何叔衡进入中
央革命根据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
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
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
庭主席等职。毛泽东高度评价他的
革命精神和工作能力，说“叔翁办
事，可当大局”。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
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
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经受了严峻
的生死考验。1935 年 2 月 24 日，
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
战斗时壮烈牺牲，实践了“我要为
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时年59岁。

何叔衡：
“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新华社北京 9 月 14 日电
（记者刘诗平） 中央气象台 14日
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年第
22 号台风“山竹”将于 9 月 16 日
夜间在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东北部
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
台风或超强台风级（14-16级）。

可能成为今年登陆我国最强
台风的“山竹”，将使华南地区
面临严峻考验。中央气象台首席
预报员张玲说，“山竹”具有强

度强、强风范围大、风雨影响严
重、影响区域重叠等特点。

“山竹”于9月7日在太平洋深
处生成，随后一路向西移动，强度
不断增强。预计 15 日凌晨将登陆
或擦过吕宋岛北部，进入南海。

15 日至 16 日，台湾岛有大到
暴雨，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
雨 、 局 地 特 大 暴 雨 ； 16 日 至 18
日，华南大部及云南中南部有大到
暴雨。

台风“山竹”袭向华南

9月14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新伯尔尼市，居民小罗伯特·西蒙
斯和他的宠物猫得到救援。

据美国气象部门14日消息，1级飓风“弗洛伦斯”当日早间在美国
东海岸北卡罗来纳州登陆，预计持续带来“可致命”的风暴潮、狂风以
及“破坏性”洪水。

（新华社/美联）

飓风“弗洛伦斯”登陆美国

新华社平壤9月15日电（记者
程大雨 江亚平）朝鲜劳动党中央
委员会机关报《劳动新闻》15 日刊
发署名评论文章，批评美国保守政
客对朝方改善朝美关系和实现朝鲜
半岛无核化的诚意表示怀疑的论
调，强调美方应以发布终战宣言等
实际行动展现对朝信任和尊重。

文章说，朝方始终认为，宣布终
止战争，是在朝鲜半岛永远结束战
争、构建朝美互信的首要课题。

文章说，朝方拥有核遏制力是
为应对美国对朝施加核战争威胁而
采取的自卫性选择。如果这样的根
源被去除，朝方就没有必要耗费巨
大资金去拥核。终战宣言就是消除

朝鲜半岛核战争根源、维护巩固和
平的开端。而在战争的危险时常徘
徊的情况下，朝方不可能单方面抛
弃维护自身主权、生存权与发展权
的核武力。

文章说，本着解铃还须系铃人
的原则，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美
国应采取可靠举措。美国在发布终

战宣言方面负有最大责任和义务。
文章表示，朝美关系改善和朝

鲜半岛无核化不是朝鲜的单方面意
愿，而是经过国际社会共同见证的
朝美双方的共同意愿，新加坡联合
声明是朝美首脑直接会面、达成共
识并签署的两国间最高级别的正式
协议。

朝鲜表示发布终战宣言是构建朝美互信的首要课题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记者董瑞丰）“中国天眼”首席科
学家、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
员李菂 15日表示，“中国天眼”有
望明年完成验收并向全国天文学家
开放使用。

记者从国家天文台获悉，李菂
在当天举办的首届中国·天泉湖天

文论坛上表示，有“中国天眼”之
称的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仍
在紧张调试中，数项关键指标超过
预期，截至目前已发现了 44 颗被
确认的新脉冲星。

“悟空”号首席科学家常进在
该论坛上介绍了暗物质粒子探测卫
星“悟空”号工作两年多来的观

测结果。常进表示，“悟空”设计
寿命 3 年，目前运行状况良好，
极有希望完成 5 年以上的工作时
长。

此外，还有 4位来自海内外的
知名院士在论坛上进行主旨演讲及
圆桌讨论。

中国·天泉湖天文论坛由中科

院国家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等机
构 主 办 ， 在 江 苏 盱 眙 举 行 。 在
2018 年 全 国 科 普 日 活 动 启 动 当
天，论坛以“科学素养与星空的对
话”为主题，探讨天文与人类未来
的发展，来自全国各天文系统的
30余位专家及各地天文爱好者 300
余人参加。

“中国天眼”有望明年完成验收

【上接第1版】
“宁波帮”代表人士赵安中之子

赵亨文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研，
毕业后来家乡镇海创办了生阳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从事新材料研发
和产品生产。当记者问他为什么选
择回宁波创业时，赵亨文露出了诚
挚的笑容：“宁波新材料研发环境很
好。更重要的是这里是我的家乡，

‘生阳新材料科技’成了创造经验、
败了积累教训，无论成败都是为家
乡作贡献。”这个回答让人十分感
慨，多么可爱、可敬的“宁波帮”！

随着省委、省政府浙商回归发
展战略的实施，各地“宁波帮”回归
的脚步更急促。市侨办的统计资料
显示，1984 年至 2017 年，我市引进
侨资企业 8100 余家，总投资约 509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157.2 亿美
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宁波帮”

人士的投入。

献计献策同心同向

改革开放 40年，在宁波的发展
路上，一直有“宁波帮”的“金点子”
在助力、在推动。

改革开放初期，王宽诚写信给
俞佐宸，倡议在宁波和香港两地分
别成立“甬港联谊会”，联络香港宁
波籍人士积极参加家乡建设。1980
年，两地分别成立甬港联谊会，在宁
波与香港两地搭起了一个交流、沟
通的平台。

2001年 11月，顾国华向宁波市
政府提议，宁波和香港通过举办两
地经济合作论坛的形式，建立互惠
互利的合作交流机制。宁波市政府
采纳此建议，从2002年7月起，连续
举办了 16届甬港经济合作论坛，为

宁波的对外开放和两地经济合作发
挥了重要作用。

从 1987 年市政协九届一次会
议起，宁波市设立港澳委员，几年后
又设立港澳台事务顾问，从此有了
一个相对固定的“‘宁波帮’智囊
团”，可以随时随地为宁波经济社会
发展出谋划策。

据宁波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
委统计，先后有 58位港澳“宁波帮”
人士担任宁波市政协港澳委员，55
位港澳台及世界各地的“宁波帮”人
士担任宁波市政协港澳台侨事务顾
问。32年来，港澳委员以发言、提交
提案等形式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
仅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以来的六
年里，港澳委员就提交提案 117件，
其中应炳囡委员在市政协十四届三
次会议上提交的《关于发展宁波邮
轮经济的建议》被评为市政协优秀

提案。徐鸣翔、王淑欣、徐旭昶等港
澳委员还获得市政协履职积极分子
称号。

有人说，“宁波帮”之所以有力
量，就在于这个“帮”字，因为它意
味着团结，团结就是力量。2009 年
6 月 8 日，宁波帮博物馆开馆，系统
性展示“宁波帮”如马鲛鱼般从“三
江口”出发，搏浪全世界，又洄游

“三江口”的历史。2017 年 11 月 27
日，宁波甬商总会——47 个国家和
地区的“宁波帮”大家庭成立了，向
漂泊四方的游子再一次发出深情召
唤。

在“‘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
放再出发”的铿锵步伐中，海内外

“宁波帮”和改革开放中宁波本土涌
现的新“宁波帮”，正与各方帮宁波
人士汇聚起发展宁波的强大合力，
掀起新一轮建设热潮。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