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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中国第35个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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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9日电（记者肖新新） 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9日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梅德
韦杰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 9 月 16 日至
18 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中俄总理第二
十四次定期会晤。

本报北京9月9日电（记者张慧中） 外交部 9
日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并
举行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向中外媒体吹
风，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
中外记者提问。

乐玉成说，应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邀请，李
克强总理将于 9月 16 至 18 日对俄进行正式访问并
同梅德韦杰夫总理共同举行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
定期会晤。李克强总理此访正值中俄建交 70周年
和两国关系开启新时代之际，是继习近平主席 6月
访俄后双方又一次重要高层交往。

乐玉成表示，建交 70 年来，中俄关系愈加成
熟、稳定、坚韧，成为世界上互信程度最高、协
作水平最高、战略价值最高的一对大国关系。当
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加速
演变，单边主义、霸凌行径抬头，经济全球化遭

遇逆风，地区热点问题频发。中俄两国同样都面
临来自外部的干扰和挑战，但面对纷繁复杂的外
部环境，两国关系始终保持应有的韧劲和定力，
实现持续高水平发展。双方政治互信牢固，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坚定支
持，全方位互利合作持续拓展，利益融合不断深
入。去年，中俄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 1000 亿美元。
今年以来，双边贸易保持稳定增长势头，前7个月贸
易额达611.3亿美元，同比增长4.7%。双方能源、航
空航天、互联互通等领域战略性大项目扎实推进，
农业、金融、科技创新、跨境电商等新兴合作领域迅
速发展。近两年举办的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成果
显著，地方交往合作的热情和水平持续上升。两国
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作密切有效，为维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公平正义的国际环境、
倡导多边主义和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了正能量。

乐玉成表示，作为统筹推动两国全方位务实合
作和人文交往的首要机制平台，此次中俄总理定期
会晤将主要聚焦两个目标。一是推动落实两国元
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利益交融，夯实两国关系
物质基础。明后两年双方将举办科技创新年，两国

元首也已确定到 2024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2000亿美
元的目标。两国总理将全面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
围绕扩大经贸合作规模、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等重点
方向合作进行深入沟通，充分调动积极因素，挖掘
新的合作亮点和增长点，实现新时代中俄务实合作
提质升级，展示新时代中俄关系的新气象、新作为、
新成果。二是通过双边合作的积极成果，就完善全
球治理，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展现中俄力量，贡献中
俄智慧，发出中俄声音，有力回击当前国际上的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径和逆全球化思潮。

乐玉成说，访问期间，李克强总理将在圣彼
得堡同梅德韦杰夫总理举行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框
架内小范围、大范围会谈，共同签署并发表 《中
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出席签字
仪式和共见记者。此外，李克强总理还将在莫斯
科会见普京总统。李克强总理此访内容充实，预
期成果丰富。相信本次总理定期会晤一定会取得
圆满成功，为新时代中俄务实合作开辟更广阔的
空间，助力两国关系朝着“守望相助、深度融
通、开拓创新、普惠共赢”的目标和方向迈进。

李克强将访俄并举行中俄总理定期会晤
外交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有关情况

““鱼米节鱼米节””庆丰收庆丰收

主题为“鱼肥稻香 生态沙堤”的第二届晋宁·沙堤鱼米节近日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沙堤村欢乐举行，近5万名当地群众与游客前来参加。图为沙堤
村生态种植的60亩彩色稻田。 黄丽萍 宋光旭摄影报道

9 月 9 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南茶坊小学开展“创意送祝福 喜迎教师节”活动，
喜迎第35个教师节。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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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开罗9月 8日电 （记
者李碧念） 埃及航天局 8 日在位于
埃及新行政首都附近的航天城举行
仪式，宣布由中国援助的埃及二号
卫星项目启动。

这一合作项目包括一颗小型遥
感卫星、一个地面测控站和一套地面
应用系统。卫星的设计工作将在中
国和埃及同步进行，组装工作将在中
国援建的埃及首个卫星总装集成测

试中心进行。卫星预计将于36个月
后在中国发射升空。

据悉，埃及是第一个在“一带一
路”倡议框架下和中国开展卫星合作
的国家；中国第一次为埃及援建一个
完整的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中埃
双方第一次合作为埃及的航天专家
和人才进行联合培训；项目完成后，
埃及将成为第一个具有完备的卫星
总装集成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

据新华社拉萨9月 9日电 （记
者陈尚才） 记者 9 日从第三批西藏
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座
谈会上了解到，从 2019 年到 2023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
将为西藏培养 600 名少数民族专业
技术人才，并开展 5 批专家服务团
活动。

根据实施方案，未来 5 年间，
每年从西藏选拔 120 名专业技术人
才，前往内地高校、科研院所和企

事业单位，进行为期 1 年的特殊培
养和实践学习。将重点培养教育、
卫生、农牧推广、科研、工程、文
化艺术等基础领域专业技术人才，
并有针对性地培养西藏经济社会发
展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和长期在
基层工作的专业技术骨干。

据悉，2009年，第一批西藏少数
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启
动，10年来，该项目共为西藏培养了
1200名少数民族专业技术骨干。

为西藏培养600名少数民族专技人才

中国援埃及二号卫星项目启动

本报北京9月 9日电 （记者陈
劲松） 记者今天从中国残联获悉，
由中国残联主办的2019中国国际福
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

（CR EXPO） 将于10月10日-12日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来自全
球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余家企业
品牌参与。

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是我国唯

一一个关于残疾人、老年人福祉行
业的国家级展会。历经12年的发展
与积淀，福祉博览会不断积聚动
能，以更开放包容的姿态引领行业
前沿，成为展示我国残疾人事业，
展示我国辅助器具行业发展的重要
窗口，也是集政、产、学、研、用
于一体的综合性、高水平的交流和
商贸平台。

9月 9日，首艘国产极地探险邮轮“格雷格·莫蒂默”号从江苏招
商工业海门基地1号码头正式启航，前往阿根廷南部小城乌斯怀亚，开
启南极首航之旅。图为邮轮出港。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首艘国产极地探险邮轮启航首艘国产极地探险邮轮启航

中国福祉博览会十月在京举办

9 月 9 日，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中
心小学校门外的电子屏上滚动着“感
恩老师”“辛苦了老师”等字样。“我
叠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准备送给李老
师，我可喜欢她了！”三年级的汪佳琪
兴奋地告诉笔者。这天，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周
艳秋老师一进办公室就收到了同学们
精心准备的手工花，这里面包含了同
学们纯真的心意。

■ 教师楷模 行为世范

9月 3日，国家教育部公布了第十
届教书育人楷模名单，入选教师涵盖
了高教、职教、基教、幼教等各类教
育。此次活动彰显了国家对于教师楷
模的表彰与认可，以及对于教师行
业的鼓励和重视。相关活动还包括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
彰活动、寻找最美教师大型公益活动
等，都呼应了今年教师节的主题——
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弘扬新时代尊
师风尚。

9 月 5 日，湖北省“寻访荆楚好老
师”颁奖典礼举行。获得了今年“荆

楚好老师”荣誉称号的武汉大学苏德
超教授，却并未出席颁奖典礼。谈起
此事，他坦言：“我很想去领奖，但晚
上有课。上课是我的本分，也是我有
此幸运的源头，我必须回去。”当天代
苏老师领奖的学生说：“苏老师此次缺
席，是害怕耽误同学们上课，他是学
生心中真正的好老师。”

■ 投桃报李 感谢师恩

按照教育部统一部署，全国各地
将继续开展“为教师亮灯”公益活
动，各地区地标性建筑及大中小学校
将于教师节当晚 20 时至 21 时为教师

“亮灯”，并通过电子屏幕等滚动播放
“老师您好！”字样。

“这是我第一年过教师节，我感到
非常开心，学校举办的表彰和庆祝活
动不仅是对教师的尊重与重视，而且
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教师的不易与伟
大。”青岛西海岸新区实验高级中学实
习教师薛淞予说。

“感谢您，老师，是您的鼓励让我
变得自信，能够超越自己。”9月9日上
午，河南省清丰县第三实验小学举办
的“感念师恩，与爱同行”主题教育
活动上，五年级的陈潇曦同学在国旗
下演讲中向自己的老师吐露心声，并
送上了节日祝福。

■ 立德为本 更多使命

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曾说：
“我们必须坚信教育是国家富强繁荣的
根本。”教育部 《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
养计划 2.0的意见》 中指出，要全面开
展师德养成教育。将“四有”好老师
标准、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
一”和“四个服务”等要求细化落实
到教师培养全过程。

“以学生为中心，坚持不懈奉献本
科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言行垂
范培育德才兼备之人才。”陕西师范大
学傅钢善教授这样概括自己的教育理
念。作为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
师，傅教授认为高校对本科教学工作
的重视是近年来的一个重要改变，不
仅要重视科研，更要重视人才培养。

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9月10日是
第35个教师节，广大教师喜迎自己的节日，社会各界
通过各种形式向他们表达敬意。

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
师节，把全社会尊师重教提升到新高度。35年来，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
职业地位不断提升，教师队伍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政策法规有力保障

“从教 60多年来，第一次读到党和国家出台关于
教师队伍建设的专门文件，十分振奋，内容全面、深
刻，说到了教育问题的根本。全力建设好一支德才兼
备的教师队伍，是学生之福、民族之福、国家之
福。”语文特级教师、著名教育家于漪点评道。

“这是指引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行动指南，是
凝心聚力推进教师制度改革的集结号，是教育战线广
大干部教师翘首以盼的福音。”北京教育学院院长何
劲松如是评价。

获得于漪和何劲松上述高度评价的是2018年初下
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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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以中共
中央的名义印发的教师队伍建设文件。2018年9月召
开的全国教育大会明确提出，“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
作为基础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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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尊师重教的价值追求。

大力推进依法治教，通过立法和执法提供强有力
的法治保障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1986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该法界定了教师应享有的各项法定权利。
1994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就教师的权
利、义务、考核、待遇、奖励等进行了全方位规范和保障。

■ 数量素质双双提升

在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保障下，中国教师队伍
建设获得了丰硕成果。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
群近日介绍，全国现有各级各类专任教师超过1670万
人，比教师节设立之初的约 932 万人增长了近 80%。
他们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被习近平总
书记称为“一支了不起的力量”。

在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教师素质能力大为提
升。从学历上看，据相关部门统计，与 1985年相比，
从事小学、初中教学的教师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
例分别增长了约62%和约81%。

教师薪资待遇的提升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成就
之一。随着社会教育投入的增加，尤其是财政性教育
经费占 GDP 比例不断提高并连续 7 年超过 4%，教师

工资福利支出占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连续多年超过
50%。据统计，目前，在全国19大行业，教师薪资待
遇的排名已提升到第7位。

■ 完善职称和荣誉制度

完善教师职称评定，从大的方面来说是教师评价
制度科学性的问题。几年前，一则关于小学教师获评

“教授”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山东潍坊一位名叫姜
言邦的小学老师被评为“正高”职称，成为全国首位
正高级小学教师。

作为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试点改革的首批城
市，潍坊打破了传统中小学教师职称体系的“天花
板”。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司副司长胡文忠近日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全国已
经有9674名中小学教师、180名幼儿园教师取得了正
高级职称。随着这项改革措施的持续推进，将会有更
多从事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的教师从中受益。

健全国家教师荣誉制度，增强教师职业荣誉感是
建设教师队伍的一项重要工作。从2010年起，有关部
门每年都推选 10 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每 5 年推
选“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模
范教师”等。仔细了解不难发现，今年教师节举行的
8项主要活动几乎都与教师职业荣誉有关，这表明有
关部门充分尊重中国教师群体的职业荣誉感，助力他
们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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