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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9月 8日袁我市庆祝第三十
三个教师节表彰大会召开袁市委书记许
锐作了重要讲话遥 讲话高瞻远瞩袁内涵
丰富袁思想深邃袁情真意切袁是做好今后
一段时期我市教育工作的行动指南遥 许
锐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袁 要提高站位袁全
面落实教育扶贫各项政策曰 要补齐短
板袁顺利通过均衡发展评估认定曰要改
革创新袁 奋力打造一流教育教学品牌曰
要齐心协力袁持续创造良好教育发展环
境遥学习贯彻好许锐书记讲话精神,是全
市教育系统当前的突出工作主题和今
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遥 全市教育
系统务必深入学习领会尧 把握精神实
质袁把许锐书记讲话精神转化为今后一
段时期加快教育发展的工作思路尧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的具体举措尧转变工作作
风的自觉行动袁推动瑞金教育再上新台
阶尧再创新辉煌遥

一尧深入学习贯彻讲话精神袁就是
要一张蓝图绘到底袁实现瑞金教育总目
标院加快打造区域教育中心袁努力办好
人民满意教育遥

要坚定目标自信遥 许锐书记强调袁
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教
育事业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重要地
位遥 许锐书记满含深情的讲话袁为实现
瑞金教育总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遥
这几年袁 瑞金教育发展的思路更加清
晰尧条件全面改善尧活力充分迸发尧质量
连年攀升尧民生效应凸显袁已经具备了
区域教育中心崛起的坚实基础遥 今后一
段时期袁 有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尧关
心重视袁 有全市广大教师的齐心协力尧
共同发力袁打造区域教育中心袁我们拥
有坚定的目标自信遥

要咬定目标不放遥 许锐书记要求袁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不动摇袁举
全市之力办好教育尧办强教育袁以教育
的发展支撑经济的提升袁助推社会的进
步遥 许锐书记铿锵有力的讲话袁为实现
瑞金教育总目标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遥 全
市教育系统要在野建设更具活力实力魅
力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冶的战略目标统领
下袁 牢牢咬定打造区域教育中心不松
劲袁在加快学前教育发展尧均衡发展义
务教育尧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尧特色发展
职业教育上见真章出实效袁以饱满的精
神和昂扬的斗志奋力前行遥

要实现目标为本遥 许锐书记指出袁
我们正站在瑞金教育一个前所未有的
高度袁只要我们聚力前行袁瑞金教育事
业必将在我们手上迎来更加辉煌的明
天遥 许锐书记极具鼓舞的讲话袁为实现
瑞金教育总目标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遥 今
后一段时期袁我们所有工作都要围绕总
目标来谋划袁所有项目都要围绕总目标
来规划袁所有举措都要围绕总目标来发
力袁以更务实的作风尧更有力的举措袁加
快打造区域教育中心袁努力办好人民满
意教育遥

二尧深入学习贯彻讲话精神袁就是
要一条大道走到底袁践行瑞金教育新路
径院管理升级尧质量提档尧中心崛起尧实
干兴教遥

管理必须升级遥 许锐书记指出袁一
所学校好不好不仅要看硬件建设袁还要
看学校的管理水平遥 管理创新是学校发
展的永恒主题袁管理升级是学校发展的
重要保证遥 要解放思想尧开阔视野袁走出
去尧请进来袁善于在借鉴经验中谋思路遥
要打开思维尧创新理念袁谋非常之策破
除陈规袁举非常之力另辟蹊径袁巧于在
开拓创新中求突破遥 要科学制定学校章

程袁建立现代化管理制度袁落实精细化
管理袁勇于在抓实常规中求发展袁实现
学校管理再上档次尧再上水平遥

质量必须提档遥 许锐书记指出袁教
育质量是学校发展生命线遥 质量是办好
教育的永恒话题袁 是建设一流学校尧培
养一流学生的关键所在遥 近年来瑞金教
育办学质量稳步上升袁现在正处于再出
发尧再起航的关键期袁必须更加突出质
量主题袁实现质量提档袁打造教育品牌遥
幼儿园要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袁坚持
科学保教方法袁 保障幼儿快乐健康成
长袁创建一批赣州市尧省级示范园遥 小学
要坚持内涵发展尧特色发展袁打造一批
赣州叫得响尧省级有影响的学校遥 初中
学校要找准学科短板尧精准施策尧重点
突破袁实现中考各项考核指标在赣州市
的位次再前移遥 高中学校要突出野主攻
一本尧兼顾二本袁突出重点袁全面发展冶
的发展战略袁继续保持野龙头昂起尧两翼
齐飞尧共创辉煌冶的发展格局袁迈入全省
第一方阵遥 瑞金中专要将工匠精神融通
到教育教学尧日常管理中袁引导和教育
学生用工匠精神严格要求自己袁走技能
成才之路袁让技能成就梦想袁培养大国
工匠遥

中心必须崛起遥 许锐书记指出袁瑞
金正处于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袁教育的
地位和作用将更加凸显遥 当前全市上下
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围绕第六次党代会
提出的野振兴经济尧决胜小康尧打造龙
头冶三大任务袁为加快建成富有活力实
力魅力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遥
实现这一目标任务袁教育承载着更加重
要的职责和使命袁必须坚持不懈办好教
育袁以教育中心的崛起为瑞金振兴发展
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尧科技支撑和智力
支撑遥

兴教必须实干遥 许锐书记指出袁要
坚定信心尧乘势而上袁在新的起点上奋
力开创瑞金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新局面遥
这几年袁 瑞金教育能够取得优异成绩袁
都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遥 现在瑞金教育
处于质量提档的攻坚期和中心崛起的
关键期袁今年还要全面做好教育扶贫工
作袁顺利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评
估认定袁更需要全市教育系统把务实为
本尧实干兴教的工作作风立起来袁把崇
尚实干尧敢于攻坚的担当精神树起来,让
实干兴教在瑞金教育系统蔚然成风遥

三尧深入学习贯彻讲话精神袁就是
要一以贯之抓到底袁谨记瑞金教育微心
愿院打造卓越学校袁锻造卓越教师袁塑造
卓越学生遥

打造卓越学校遥 许锐书记指出袁要
高点定位尧科学谋划袁打造品牌尧争创名
校遥 全面对照市委市政府对教育工作的
要求袁 人民群众对教育工作的期盼袁上
级关于教育工作的部署袁树牢野一校一
品尧一校一特冶的办学理念袁以优秀的校
长和敬业的教师为主体袁达标的硬件和
规范的管理作基础袁 重视校园文化建
设袁把握时代发展的命脉袁抓住教育的
未来走向袁 科学构建学校发展蓝图袁做
到超前规划尧超前发展袁真正打造出一
批均衡尧优质尧特色发展的卓越学校集
群遥

锻造卓越教师遥 许锐书记指出袁推
动瑞金教育事业发展袁关键还是要建设
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遥 以建立瑞金教
育专家团队为目标袁突出抓好争做野四
有冶好老师尧野四爱冶好园丁尧野万师访万
家冶 等一系列师德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袁
用野识才的慧眼尧用才的气魄尧爱才的情
感尧聚才的方法冶发掘培养教师袁让广大

教师脚踏实地尧安心从教袁真心把全部
精力和满腔热情都奉献给教育袁真正锻
造出一支对事业不忘初心尧对学生充满
爱心尧对学识永葆恒心尧对明天充满信
心的卓越教师队伍遥

塑造卓越学生遥 许锐书记强调袁要
创新教学理念袁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遥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
务袁 关心关爱每一名学生的成长进步袁
以真心尧真情尧真诚教育和影响学生袁用
爱尧用情尧用心培养他们成长成才遥 抓实
抓好中小学生德育野六进冶工作和野三项
文化冶主题教育活动袁培养学生良好的
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袁 促进学生品德尧
学业尧身心尧兴趣特长的同步发展袁真正
塑造出一代具有实践创新尧 家国情怀尧
社会担当的卓越学生典范遥

四尧深入学习贯彻讲话精神袁就是
要一心一意干到底袁弘扬瑞金教育精气
神院以野坚定信念尧求真务实尧一心为民尧
清正廉洁尧艰苦奋斗尧争创一流尧无私奉
献冶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遥

要用信念坚守初心遥 许锐书记要
求袁 全市广大教师要对明天坚定信心袁
用我们的双手创造瑞金教育更加辉煌
的明天遥 就是要求广大教师要心中装着
国家尧民族和家乡袁树立崇高的职业信
念袁 把教书育人当作自己的伟大使命袁
用自己的学识尧阅历尧经验点燃学生对
真善美的向往袁用自己的教育理想和教
育追求袁赢得学生的尊敬尧家长的信任尧
社会的认可遥

要用求真创造价值遥 许锐书记强
调袁 全市广大教师要对学识永葆恒心袁
养成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袁恪守严谨笃
学的良好学风遥 就是要求广大教师要适
应教育现代化要求袁如饥似渴地学习新
理论尧新知识尧新技能袁不断汲取营养尧
丰富知识尧增长才干袁真正成为学生心
目中的 野活字典冶袁 在教学创新上争做
野大师冶袁在教书育人上争做野良师冶袁在
人才培养上争做野名师冶遥

要用德行哺育心灵遥 许锐书记要
求袁 全市广大教师要对学生充满爱心袁
用爱尧用情尧用心培养他们成才遥 就是要
求广大教师要筑牢师德底线袁积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自觉加强社会公
德尧职业道德尧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
育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
值观袁 补足精神之 野钙冶袁 铸就师德之
野魂冶袁修身养性尧树德立行尧为人师表尧
正己范人袁做一名德艺双馨的好老师遥

要用奉献描绘人生遥 许锐书记指
出袁 全市广大教师要对事业不忘初心袁
珍惜教育岗位遥 就是要求广大教师要守
得住清贫袁耐得住寂寞袁不讲享受讲付
出袁不比回报比奉献袁使奉献成为一种
自觉尧一种需要尧一种担当袁把自己的责
任尧热情尧爱心尧学识全部奉献给学生袁
在生活上关心学生袁 在做人上引导学
生袁在学习上督促学生袁在心灵上塑造
学生袁在感情上温暖学生袁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遥

五尧深入学习贯彻讲话精神袁就是
要一片冰心在玉壶袁树立瑞金教育价值
观院让瑞金教育成就瑞金人民的期盼和
梦想浴 让瑞金教育成为瑞金人民的口碑
和骄傲浴

教育扶贫务必全面覆盖遥 许锐书记
指出袁脱贫攻坚是我市今年必须完成的
头等大事尧第一民生工程和首要政治任
务袁教育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
内容袁 直接关系全市能否如期脱贫摘
帽遥 全系统上下要自觉增强大局意识袁

提高政治站位袁主动融入全市脱贫攻坚
大局袁不折不扣地落实好教育扶贫各项
工作袁使每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
生都能享受到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遥
政策要宣传到位袁 通过黑板报尧 宣传
单尧家长会尧班级微信群尧上门家访等
多种形式袁宣传好国家和省尧市出台的
各级各类学生资助政策袁 使他们知政
策尧懂程序尧得资助遥 资助要零遗漏袁要
对贫困家庭子女入学情况进行全面摸
底袁建立贫困家庭学生信息库袁对本校
拟上报的学生资助名单进行调查核
实尧公示尧签字确认呈报袁确保符合条
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全部享
受资助政策遥

均衡发展必须顺利过关遥 许锐书记
强调袁迎接并顺利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国家评估认定袁是今年全市教育工作
除教育扶贫之外袁另一项必须完成的硬
任务遥 全市教育系统务必以只争朝夕的
精神和抓铁有痕的力度袁 坚持问题导
向袁对照完成时限袁认真抓好任务落实袁
11月底评估认定的各项指标要逐项过
筛尧校校过关袁顺利通过国家评估认定遥
要完善资料数据袁按照国家评估认定要
求袁做到规范整齐尧数据准确遥 要开足开
齐课程袁按照国家和省里规定袁一门功
课都不能缺袁 杜绝考试学科任意加尧非
考试科目随意停的现象遥 要加快项目建
设袁把好监督关尧质量关尧进度关袁把校
建项目建成最安全的民心工程遥 要管理
好功能室袁 对新购置的教学仪器设备尧
图书资料尧 音体美器材要拆封造册袁常
态化管好用好遥 要打造校园文化袁树立
野一校一特冶办学理念袁结合学校地理环
境尧自然和人文特点袁创建有品位尧有内
涵尧有特色的育人环境袁把学校打造成
学生的精神家园遥

各类教育实现协调发展遥 许锐书记
指出袁推进教育现代化袁除了推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袁还要重视各类教育协调
发展遥 为此袁全市教育系统要树立大教
育观袁各个阶段教育教学要相得益彰尧
联动发展遥 加快学前教育发展袁落实学
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袁 实施城区学前
教育资源扩容工程袁 通过新建小区配
套建设一批尧科学规划新建一批尧利用
规划后的校园校舍改建一批幼儿园袁
力争使全市公办园比例提高到 30%以
上遥 优质发展义务教育袁 要推动落实
叶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
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曳袁加快推
进中国华融瑞金希望小学尧 中小学教
育园区续建和八一小学尧 瑞金四中改
扩建等项目建设袁 着力破解城区学校
大班额遥 加快推进农村中小学校舍维
修改造尧全面改薄工程袁完善农村学校
功能配套袁 大力提高农村学校办学水
平遥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袁实施高中教育
普及工程袁新建瑞金八中尧九中袁扩建
瑞金三中袁完善瑞金七中袁逐步使高中
毛入学率达到 92%的省定标准遥根据高
考改革方案袁 深化核心素养为导向的
高中课程教学改革袁 开展高中选课走
班试点尧特色办学试验袁推动普通高中
优质多样办学遥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袁实
施中职教育质量提升工程袁 培养一批
技术技能名师尧打造一批特色专业袁把
瑞金中专做强做优袁 打造有瑞金特色
的职业教育品牌遥 加强特殊教育袁采取
集中就读尧 随班就读尧 送教上门等方
式袁 着力保障三类残疾儿童少年接受
义务教育遥 总之袁努力促进各类教育协
调发展袁 真正让瑞金教育成就瑞金人
民的期盼和梦想袁 让瑞金教育成为瑞
金人民的口碑和骄傲浴

加快打造区域教育中心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要要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书记许锐在庆祝第三十三个教师节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阴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尧局长 刘福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