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5.

为什么说立德树人是

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

1935

年初秋，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

之际，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开学典礼

上向全体师生问了三个问题：你是中国

人吗？ 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

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谈到了这个故事，并强调“ 这三

个问题是历史之问， 更是时代之问、未

来之问，我们要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

去！ ”这著名的“ 爱国三问”，实质是在追

问教育要培养什么人这一首要问题。 浇

花浇根，育人育心。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从根本上决

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坚持立德树人，培

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 才者 ，德之资也 ；德者 ，才之帅

也。 ”人才培养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

过程，而育人是本。 人无德不立，育人的

根本在于立德， 这个德既有个人品德，

也有社会公德，更有报效祖国和服务人

民的大德。 德“ 立”住了，人才能“ 树”起

来，才能真正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用的

人才。 古往今来，任何国家、任何社会，

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从

而维护政治统治、维系社会稳定的。 对

于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教育要培养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定语只能是

“ 社会主义”。 我们培养的人，必须树立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这就是我们要立的“ 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的教育绝不

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绝不

能培养出一些‘ 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

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 ”立

德树人，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关系

国家前途命运，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为

党育人的初心不能忘，为国育才的立场

不能改。

我们党历来重视以德育人、以德治

教，始终把德育摆在突出位置。 新中国

成立后，我们党确立了教育方针，强调

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

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

有文化的劳动者。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

明确提出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纪律的“ 四有”新人。 党的十八大

把“ 立德树人”明确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 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对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提出新的具

体要求。 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德育为

先， 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

位，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听党话、跟党走，

扎根人民、奉献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航天报国的嫦娥团队、神舟

团队平均年龄是

33

岁， 北斗团队平均

年龄是

35

岁， 参加抗疫的医护人员中

有近一半是“

90

后”、“

00

后”，他们绚烂

的青春之花绽放在党和国家最需要的

地方。

习言习语

荩

德是首要 、是方向 ，一个人

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

方能用得其所。

荩

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

道前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

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 好儿女志

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到底需要大

批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 青少年阶段

是人生的“ 拔节孕穗期”、 “ 灌浆期”，

这一时期知识体系搭建尚未完成 、 价

值观塑造尚未成型、 情感心理尚未成

熟， 加之现在的青少年长期生活在和

平环境之下， 没有体验过民族生死存

亡的苦难， 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

人生阅历相对有限。 在市场经济和对

外开放条件下， 消费主义、 拜金主义、

功利主义等负面因素的影响不可低估。

特别是要看到， 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发

动“ 颜色革命” 的企图从来没有消停

过， 他们下功夫最大的一个领域就是

争夺我们的青少年， 这样的斗争是长

期的、 严峻的。 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

和长期教育， 青少年就难以树立正确

理想信念， 甚至可能走偏。 必须把立

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着力教育引导

广大青少年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信心，更好地肩负起民

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必须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把立

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加快推进教育现

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 要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

素质的第一标准， 培养有理想信念、有

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

好老师，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

者和引路人的责任。 深化教育改革创

新， 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

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建立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 坚持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引导青少年把爱国情、强国

志、报国行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奋斗之中，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

青春梦想，书写人生华章。

76.

为什么要毫不动摇把

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

旗帜上？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党中央及时调集全国资源，开展

大规模免费救治， 从出生仅

30

多个小

时的婴儿到

108

岁的老人，不放弃任何

一位患者。 反观西方一些标榜“ 人权”的

国家，不仅老年患者被放弃治疗，而且

很多家庭无力承担高昂治疗费用，出现

一幕幕生死相隔的悲剧。 疫情之下，生

死之间，为何反差会如此强烈？ 究其根

源，与西方国家坚持资本至上、金钱优

先的做法截然不同，我国始终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

公益属性，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要毫

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

旗帜上。

卫生与健康事业涉及每个人的生

命安全和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是一项

极其崇高也非常特殊的事业。 我们党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国家是

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

定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 坚持

公益性意味着要将政府投入重点用于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不断完善制度、扩

展服务、提高质量，让广大人民群众就

近享有公平可及、 系统连续的预防、治

疗、康复、健康促进等健康服务。 公益性

是我们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和生命

至上的价值追求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医

疗卫生事业改革的基本原则，必须毫不

动摇地坚持与践行。

人民卫生为人民，我国始终坚持医

疗卫生事业公益性方向。 新中国成立

后，我国坚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

在农村， 创建城乡三级医疗预防保健

网、农村合作医疗、“ 赤脚医生”等初级

卫生保健制度，注重发挥中医药“ 一根

针、一把草”简便验廉的优势，减轻群众

看病就医负担。 广泛开展群众性爱国卫

生运动，有效控制了寄生虫病、烈性传

染病和地方病， 消灭了天花等传染病，

我国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1958

年，

毛泽东同志在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血

吸虫病之后，欣然写下《 七律二首·送瘟

神》 ，用“ 六亿神州尽舜尧”来欢呼人民

医疗卫生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在继续坚持

公益属性的基础上， 用活市场机制，有

效配置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

群众快速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为

进一步解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问题，我

国进行多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明确提

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

向全民提供，确立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的目标。

习言习语

荩

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

面小康。

荩

建设健康中国，既要靠医疗

卫生服务的“小处方”，更要靠社会

整体联动的 “大处方”， 树立大卫

生、大健康的观念 ，把以治病为中

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关注

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了新

时代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把为群众

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

和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基本职责，把公益

性贯穿医疗卫生事业全过程。 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该主要

由政府负责保障， 全体人民公平获得。

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 我国用较短的

时间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

疗保障网 ， 全面实施医疗救助制度 ，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公立医

院改革步伐明显加快， 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 公共卫生

整体实力和疾病防控能力上了一个大

台阶。 百姓就医负担明显减轻 ， 看病

难、 看病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 超过

80%

的居民一刻钟内能够到达最近的医

疗点；

2019

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

费用比重下降至

28.4%

，为

20

多年来最

低水平。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

患者救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

54

万名

湖北省和武汉市医务人员，以及驰援湖

北的

346

支国家医疗队、

4

万多名医务

人员，绝大部分来自公立医院，充分证

明政府主导、公益性主导、公立医院主

导的救治体系是取得抗疫斗争重大战

略成果的重要保障。

人民健康既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

政治问题。 经济要发展，健康要上去，人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开

健康。 如果人民健康水平低下，如果群

众患病得不到及时救助，如果疾病控制

不力、传染病流行，不仅人民生活水平

和质量会受到重大影响，而且社会会付

出沉重代价。 不可否认，由于工业化、城

镇化、人口老龄化，以及疾病谱、生态环

境、生活方式不断变化，我国仍然面临

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

交织的复杂局面。 特别是卫生与健康服

务资源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分布不

均衡、基层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比较突

出，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尚需破解。 解

决好这些问题尤其要牢牢把握公益性

原则，决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

路子。

发展卫生与健康事业，必须坚持公

益性原则，发挥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

充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

模式的显著优势，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 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

务。 要发挥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兜底

功能，重视妇幼、老年人、残疾人、流动

人口、低收入人群、贫困人口等重点人

群健康，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和救助制

度。 加快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处理好医院和政府关系，落实好政府对

公立医院的投入政策，让公立医院轻装

上阵， 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

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

重大疫情救治机制， 坚持防治结合、联

防联控、群防群治，健全国家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 坚持中西医并重，着力

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 抓好全民医保制

度建设， 加快推动城乡基本医保整合，

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解除全体人民

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 （原载于

2021

年

9

月

8

日 《 人民日报 》）

永丰村：

整治环境增“ 颜值” 美丽乡村添“ 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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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位 一 体 ” 谱 华 章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疫情防控知识

广信讯 清理垃圾、治理乱堆乱放、开展清洁家庭

评比、 发展庭院经济……在广信区枫岭头镇永丰村的

各个角落，随处可见村干部、保洁员、村民忙着进行人

居环境整治的身影。

今年以来，永丰村全面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的决策部署，全民动员、因地制

宜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实现了院净、家和、村美的“ 蝶

变”。

善用清洁“ 红黑榜”，让户户净起来。

3

月份以来，

该村率先在全镇范围内开展清洁家庭评比“ 红黑榜”活

动，每月评选出

13

户清洁家庭和

9

户后进家庭张榜公

示，对先进者给予物资奖励、对落后者进行批评教育，

在进一步激发“ 红榜”村民改善院落环境卫生干劲的同

时，也促使“ 黑榜”村民针对问题进行院落环境再整治。

此外，该村对评比活动实行动态管理，按月评比、及时

公示，确保优者更优、劣者赶超，推动活动在持久健康

发展中，形成长效机制。

活用庭院小经济，让“ 里子”强起来。 该村积极探

索， 将庭院经济发展与乡村环境整治相结合， 双向发

力、双管齐下，通过“ 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基地

+

农

户”的模式，积极引导、鼓励有意愿、有条件的农户，通

过整合房前屋后空余土地，发展果蔬、中药材种植和蛋

鸡养殖等小投入、易管理、长增收的庭院小项目，在打

造绿色生态家园的同时， 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目

前，该村已打造

50

户以上庭院经济示范户，户均年增

收

2000

元以上。

巧用整治新思路，让乡村美起来。 该村运用以奖促

动的新思路， 对旱厕摸排设立有奖举报机制， 成功破

解了农村旱厕难以“ 实质清零” 的困局， 实现了全面

消除旱厕的目标； 有序组织村民开展集中清理整治行

动， 共清理陈年垃圾、 碎石渣土等

600

余吨， 整治房

前屋后

300

余户， 拆除附属房

20

余栋， 平整庭院土

地近

60

亩。 该村还抢抓春季好时节， 积极开展村庄

院落绿化美化工作， 在入村道路两旁、 村民院落、 荒

地进行见缝插绿， 栽种

5000

株栀子花苗木。 在农村

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工作中， 党员干部实现了作风转变

“ 干”在身边，能力提升“ 亮”在事上，不断激活了乡村振

兴的一池春水。

（ 刘心雨 郑斐） 消毒是阻断病毒传播的有效方式之一， 但不合理的消毒

方式不仅起不到杀灭病毒的作用， 反而可能会造成对身体或

环境的伤害。 因此，居家使用消毒剂过程中，有一些误区请大

家注意。

1

、过度消毒而忽略日常清洁

家庭防护应以清洁为主，消毒为辅，不要因恐慌而过度消

毒。 如果所在小区无新冠病例，家中没有外人到访，也没有自

我隔离的疑似症状者，那么无需每天都消毒。建议家内保持通

风和环境清洁，外出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手。小区外环境没有明

确受到呕吐物、分泌物、排泄物污染时，原则上也不需要消毒。

进出小区车辆的外部，也不需要消毒。

2

、消毒剂浓度过高或过低

有人认为，消毒剂浓度越高，消毒灭菌的效果越好，但事

实并非如此。强效消毒液一般具有很强的刺激性，浓度过高可

能会对人的口腔、呼吸道、肺部等部位造成刺激，甚至有引发

器官、组织受损的风险。市售消毒剂应该按照说明书标签进行

稀释后使用，消毒使用酒精应选用

75%

的浓度。

3

、不同类型的消毒剂混合使用

两种及以上消毒剂混合使用，极易产生化学反应，可能造

成伤害。

84

消毒液和酒精混合后产生的氯气，会刺激并损坏

呼吸道，当浓度达到

3000

毫克

/

立方米时，能致人死亡。

84

消

毒液与洁厕剂混合，会产生有毒气体，刺激人体咽喉、呼吸道

和肺部而引发中毒。 洗衣液同样不宜与消毒剂混合使用。

4

、使用消毒剂时不进行必要防护

消毒液一般具有很强的刺激性， 可能造成呼吸道和皮肤

损伤。 使用消毒剂的过程中，要注意避开口鼻，最好佩戴口罩

和橡胶手套，防止液体飞溅。

5

、室内喷洒酒精进行消毒

室内使用酒精时，要避免采用喷洒式消毒方式。电器表面

消毒，应先关闭电源，待电器冷却后再进行，否则可能引起爆

燃。

6

、用免洗手消毒液替代流动水洗手

免洗手消毒液含有杀菌成分（ 以醇类为主） ，有一定的消

毒效果。但消毒成分往往具有一定的刺激性，有可能造成皮肤

过敏反应。 因此如果有条件，尽可能还是用流水洗手，配合使

用肥皂或洗手液，认真清洁指尖、掌心、手腕各个部位。

7

、物品消毒后不进行后续清洗

消毒剂对物品有腐蚀作用，特别是对金属的腐蚀性很强，

对人体也有刺激。使用消毒剂半小时后，应使用清水进行环境

物表的擦拭。

8

、消毒剂存放不合理

化学消毒剂多属易燃、易爆、易腐蚀性物品，存放和使用

过程中应注意安全。每次购买消毒剂不宜过多。存放消毒剂的

容器必须有封闭盖子。单瓶包装不宜超过

500

毫升。应放置于

避光、避热的阴凉处，确保儿童不易触及。 用于消毒的抹布或

其他物品，在使用完后应用大量清水清洗后放通风处晾干。

近日， 德兴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德兴市商务局组织人员深入辖区消

防安全重点单位、住宅小区、企业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消除火灾

隐患，从源头上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 詹求昊 摄

余干讯“ 今天放假去哪玩呢？ ”

“ 童心港湾呀，那里活动多！ ”

5

月

4

日， 余干县玉亭镇周家村清溪小学

四年级学生万子仙背着书包快乐地

说。

原来，万子仙说的“ 童心港湾”

不仅有很多玩具、书籍和小伙伴，还

有一位“ 童伴妈妈”———冰冰老师。

冰冰老师是美术学专业， 她会带着

孩子们玩跳绳、下飞行棋、拼积木、

画水彩画，还会给大家讲童话故事。

“ 她很温柔，像我妈妈一样。”万子仙

说 ， 我们跟冰冰老师在一起很开

心。

为满足该村及周边区域留守儿

童的亲情陪伴、情感关怀等需求，玉

亭镇周家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设

立“ 童心港湾 ”实践点 ，自

2021

年

12

月建成以来，周家村“ 童心港湾”

每周一至周五下午放学后开放，每

次开放

1

个小时左右， 周末每天开

放

8

个小时。

“ 有的孩子不说话，有的孩子调

皮捣蛋……要让孩子们信任我，感

受到‘ 童心港湾’的温暖，我通过一

些趣味游戏 ， 慢慢和他们熟络起

来。 ”如今，孩子们已经和“ 童伴妈

妈”万冰冰成为好朋友，经常跟她分

享自己的故事， 以及自己想跟爸爸

妈妈说的心里话。

近年来，余干县积极开展“ 童伴

妈妈”“ 童乐妈妈”“ 童心妈妈” 等关

爱留守儿童行动， 通过组织家访校

访、日常陪护、主题活动、志愿服务

等活动， 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亲情

陪伴、情感关怀、励志教育等，促进他

们健康成长。 据了解， 自建成以来，

“ 童心港湾” 已成为玉亭镇周家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关爱留守儿童

的主阵地，为更多的留守儿童搭建起

守护成长的“ 港湾”。 （ 韩海建）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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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