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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一声感恩的称呼，也是一份深切的期待。感恩老

师教授我们的学识，期待老师带给我们更多人生营养。第

37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每一位老师道一声“您辛苦了！”

详
见
第
三
版

9月1日，在西安市莲湖
区希望小学，王雪蒙老师给
学生讲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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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评价道出了教师职业的
崇高。无论是成就个人梦想还是实现民族
复兴中国梦，都需要高质量的教育事业作
坚实支撑。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教师队伍已
达 1792.97 万人，一年增加了 60.94 万人。
这一数字说明，教育事业吸引了越来越多
有理想、有行动力的年轻人投身其中。

高质量教育需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的好老师。时代呼唤老师们坚定理想信

念，丰富自身学识，创新教育方法，涵养道
德情操，做顺应时代潮流、满足国家需要、
深受学生欢迎的“大先生”。

教师用知识点亮学生梦想，更教给他
们学习的方法、处事的道理。于是，孩子们
有了应对人生路上挑战的底气和能力，拥
有人生出彩的可能。那些奋斗基层的教师
中，有的把全部身心扑在学生身上，有的拿
出微薄收入资助贫困学生，有的牵着学生

的手过急流、走险路……他们用一言一行，
诠释了什么是甘于奉献、什么是责任担当，
进而引导学生懂得“做什么样的人”“怎样
做一个大写的‘人’”。

爱是教育的本质，培根铸魂离不开心与
心的交融。“校长妈妈”张桂梅，她把自己的全
部情感和温暖倾注到学生身上，让山区女孩
摆脱命运的束缚，飞向梦寐的远方。“倾尽全
力、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道出她对孩子

的关爱、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更诠释着一名教
师对民族、对国家、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
为本。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使命，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当
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培养出更多合格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民族未来大有
希望！ （周人杰）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在第三十七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8日给全国
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回信，对他们
寄予殷切期望，并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
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你们以黄大年

同志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凝聚团队力
量，在教书育人、科研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可
喜成绩，我感到很高兴。

习近平强调，好老师要做到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希望你们继续学习弘扬黄大年
同志等优秀教师的高尚精神，同全国高校
广大教师一道，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

新，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
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作出新贡献。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大学地
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黄大年的先进
事迹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教育部 2017年启动全
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首批认
定的201个教师团队来自全国200所高校，
覆盖各学科门类和东中西各省份。近日，首
批教师团队的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
报教学、科研等工作情况，表达了坚守教育
报国理想、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

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 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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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发布
■中星9B卫星发射 提高我国直播卫星传输性能
■去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遍布184个国家和地区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将参加第 18届东博会
■商务部：确保中秋、国庆期间市场供应充足

编辑：兰增干 美编：张瑜 校对：桂璐

9 月 9 日，随着奥运联合队于海成/王晓
菁摘得飞碟多向混合团体金牌，十四运会射
击（飞碟）比赛落幕。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十四运会射击十四运会射击（（飞碟飞碟））比赛落幕比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 王勇）9月 10日，陕工网陕西省教
科文卫体工会频道正式开通。这是继省农林水利气
象工会后，第二家入驻陕工网的省级产业工会。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席徐富权表示，要把此
频道作为广大职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
级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的重要阵地，作为宣传工
会重点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交流各单位典
型经验作法的重要平台，切实发挥新媒体宣传鼓
劲作用，不断丰富内容和形式，努力满足基层工会
和广大职工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陕工网自 2018年上线运营以来，立足“三工”定
位，充分展示陕西工会形象，讲好职工故事，已成为陕
西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综合性网站。

陕工网省教科文卫体工会频道开通陕工网省教科文卫体工会频道开通

“对取得中级、高级技能证书的人员，
集团劳务公司择优录用，并提高其待遇，同
时列入一线管理人员重点培养……近年
来，通过免费培训并取得证书的职工达 400
余人。”这是安康市长兴建筑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兴集团）完善职工培训机
制、促进职业技能鉴定所取得的成绩。

作为“陕西省建筑业百强企业”和安
康市最大的民营企业，近年来，长兴集团
围绕高质量发展，紧扣提升产业工人队伍
素质，坚持以职工为中心，把职工当成家
人，让职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倾力打造有
温度、有责任的企业，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工作走在全省前列，探索出可以推广和借
鉴的经验。

党建引领 增强产业工人归属感
走进安康长兴中等技术学校项目工地，

临时党支部开展的以“亮业绩、当挚友、让职
工满意，亮承诺、当骨干、让单位满意，亮身
份、当先锋、让组织满意”为主要内容的

“三亮活动”吸引着人的眼球。该临时党支
部书记邓吉军告诉记者：“我们临时党支部
除开展正常的组织活动外，主动围绕生产
经营中心，组织召开每日晨会，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质量和安全知识讲座、业务和技能
培训等，有力地推动了项目建设。”

建立临时党支部是长兴集团党建工作
的一个创新。该集团成立于 1995 年，1998
年在安康民营企业中第一个成立党支部，
2019年又成立了党委，下设 5个党支部。他

们坚持项目发展到哪里、党的组织就建到
哪里的原则，在所有项目成立临时党支部
或者党小组，引导一线工人参与基层党建，
重视在产业工人中培养发展党员，确保“班
班有党员、党员个个是骨干”。目前，长兴
集团 125名党员中，有一线工人 31名，占党
员总数的 24.8%，临时党小组成员全部为一
线工人，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日益得到提
高、归属感不断增强。

在加强党建中，该集团党委把强化思想
政治引领作为根本任务，加强和改进职工
思想政治工作，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项目、进班组、到岗
位活动，为党员发放《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
党史》等教育读本，组织党员干部远赴延

安、重庆、武汉，近到三沈故里、旬阳王院村、
平利蒋家坪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
和主题实践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培养职工
的政治理论素质。

同时，企业加快了职工文化阵地建设，
组织党员职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共赴时代新征程”大型文艺晚会、体验式
拓展培训、长兴“快闪”等文体活动，丰富
职工文化生活，培养健康文明、积极向上
的职工文化。集团党委还利用内部“报网
公众号”媒体矩阵，积极宣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逐步提升一
线工人的政治素养，培育形成了“打造精品、
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 （下转第二版）

凝聚合力 打造有责任有温度的企业
——安康长兴集团探索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纪实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9月 9日，记者从省总工
会获悉，为答谢新老工会会员，陕西工会消费帮扶
商城策划了主题中秋活动，9 月 13 日至 30 日，登
录“陕西工会”APP 签到打卡即可领取相应数额的
帮扶商城优惠券。

另外，陕西工会消费帮扶商城还联合优质扶贫
品牌企业推出各式月饼礼盒，更有十四运会月饼礼
盒惊喜上线供大家挑选，工会会员还可享受折扣和
满减券双重优惠。

登陆登陆““陕西工会陕西工会””APPAPP领中秋优惠券领中秋优惠券
十四运会月饼礼盒上线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记者昨日从省财政厅获
悉，近日，我省成功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263.87亿
元。其中，一般债券 66.14亿元，专项债券 197.73亿
元，发行加权平均利率为3.33%。

此次发行首次采取了提前还本、分年还本的还
本方式，发行专项债券 90.76亿元，涉及 33个项目，
这也是我省在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精益化方面的有
益尝试。截至目前，我省今年累计发行新增地方
政府债券 636.43亿元。

我省发行我省发行263263..8787亿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券亿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9月9日，记者从省总工会
获悉，为进一步号召广大工会干部、职工群众认真学
习贯彻落实《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四五”发展
规划》，推动“十四五”时期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53
家工会媒体于9月9日10:00至9月13日22:00上线相
关专题知识竞赛，职工参与答题还可领奖。

陕西职工进入“陕西工会”公众号，点击“会活动”
中的“工会十四五竞答”，或者关注“学习强会”微信公
众号，在“互动活动”菜单里点击“知识答题”皆可参
与。活动期间，每位用户每天拥有 2次答题机会，每
次10道题，每次答对10道题可获得100分答题证明。

活动结束后，根据会员的答题分数、答题时长以
及答题日期进行综合排名，前 100名将获得答题奖
励。一等奖 1名，奖励价值 1980元全套《技术史》，并
受邀参加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年度交流会。二等奖 4
名，奖励价值1980元全套《技术史》。三等奖25名，奖
励价值580元工会干部书架推荐图书。优秀奖70名，
奖励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阅读卡、《中国工人》杂志
全年订阅卡、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定制文创纪念品等。

中国工会中国工会““十四五十四五””规划线上知识竞赛等你来规划线上知识竞赛等你来
职工参与答题还可领奖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9月 9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3周年向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成立 73 年来，朝鲜劳动党团结带领朝
鲜人民不懈努力，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
大成就。作为同志和朋友，我们对此感到由
衷高兴。当前，朝鲜人民正在深入贯彻朝鲜
劳动党八大决策部署，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发
展。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团结奋进，一定能
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习近平强调，中朝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是
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近年来，我同总书记
同志保持密切沟通，引领中朝关系稳步向前
发展，不断取得可喜成果，为中朝传统友谊增
添了新内涵。我高度重视中朝关系发展，愿
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友好合作
关系行稳致远，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
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3周年
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