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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你，中国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缙云县紫薇小学举行
了“民族齐欢庆，敬礼赞国旗”的主题升旗仪式。56名
少先队员分别穿着56个民族的服装，手持国旗奔向升
旗台。现场，2000多师生齐唱《歌唱祖国》，用嘹亮的
歌声向祖国深情告白：我爱你，中国！

（本报通讯员 杜益杰 刘跃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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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武怡晗）“我和我的

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

里，都留下一首赞歌……”国庆前夕，美

丽的旋律飘荡在我省大中小学校园

里。师生们以合唱、快闪、朗诵、绘画等

多种形式，向祖国真情告白，热烈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连日来，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工业

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等18所

高校的师生们开展了一场红歌接力

赛。5000余名师生共同演绎了《我和我

的祖国》《我爱你中国》《超越梦想》《国

家》《奋斗的青春》等脍炙人口的歌曲，

唱响祖国情、青春情、同窗情和母校

情。视频还被传到网络上，围观点赞超

过10余万人次。

而在遂昌县，67位退休教师聚集在

一起用诵读会的形式，来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他们赞美祖国富强，歌颂美

丽家乡。退休教师吴马法是共和国的

同龄人，他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作为教师我们更要无私奉献！”

这些天，湖州市举办了主题为“我

和我的祖国”的全市中学生政治小论

文评比活动，鼓励学生们书写家乡美，

感悟爱国情。嘉兴市教育局也举办了

教育系统“红船旁的火红党日”主题党

日展示大赛。一个个精彩的案例展

示，使在场的党员教师们深切地感受

到那份对教育初心的坚守、对育人使

命的担当。

在舟山，教育局联合具有舟山特色

的22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了“寻

红色印记，扬爱国情怀”活动。利用课

余时间，学生们打卡、参观基地，通过有

奖问答、美文撰写、美图发布等系列互

动活动，听红色故事、看身边变化、抒爱

国情怀，进一步增强国家荣誉感、民族

自豪感、社会责任感，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

计量大学组织业余党校、“青马学院”学

员赴井冈山，深入了解井冈山革命斗争

的光荣历史、感悟井冈山精神；杭州师

范大学开展了“我和我的祖国”百姓宣

讲活动，激励学生做新时代的追梦者与

圆梦人；湖州师范学院则组织了一场寻

访湖州市70岁优秀中共党员活动，让广

大学生明确新时代青年的历史责任和

时代使命；台州学院以“我们是新时代

的垦荒者”为平台，展示播放“垦荒说”

“我身边的故事”等节目，邀请身边创业

先锋、先进典型等讲述最美故事。

“这枚纪念章非常珍贵，承载着党

和国家对我们教师的关心和爱护。”9月

26日，宁波效实中学3名离退休老教师

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纪念

章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

我省各地各校通过送上纪念章、鲜花

等，把党中央的关怀送到每一位教育工

作者的心坎上，在庆祝新中国70华诞之

际，感谢他们为国家、为社会作出的巨

大贡献。

“今天，向祖国真情告白”
我省各地各校热烈庆祝新中国70华诞

本报讯（记者 陈蓓燕 通讯员
张海平）9月26日，第四届浙江省“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集体”表彰大会召开，共有39名个人和

20个集体获表彰。天台县教育局荣获

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是我

省教育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这些年来，天台县坚持教育优先发

展，探索建立了“财政投入为主、PPP项

目为辅、民间资本大力支持”的投入机

制，通过“统、筹、争、引”等方式，极大改

善了教育基础设施，民间捐资助学、尊师

重教蔚然成风。该县坚持教育改革创

新，提升义务教育质量的“始丰现象”在

全国具有一定影响，职业教育“校中企”

“企中校”的办学模式、特殊教育基于个

案的管理模式、留守儿童乐园、卫生副校

长和平安假期倒计时等特色工作也多次

得到相关专家的高度肯定。

据介绍，此次评选表彰活动经过层

层推荐、逐级审核，征求意见、组织考

察、集体评审、公示等程序。获奖个人

和集体展现了守初心担使命、敢担当善

作为的优秀品质。

我省表彰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

天台县教育局上榜

□本报记者 于 佳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历史教师邵

永银的备课笔记，永远停留在“抗日战

争”那一页。9月12日第三节历史课

上完后，42岁的他却再没能回来他钟

爱一生的讲台。

高二（1）班学生林胡斌记得他最

后离开时的背影，“老师脚步很轻，肚

子却越发大起来，我们不懂事地以为

那是啤酒肚，不知道肚子大起来是老

师的肝硬化严重了”。

9月27日，温州市教育局发文，要

求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全面开展向邵永银老师学习系列活

动。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伟俊也

作出批示：“邵永银老师事迹感人，感动

得满眼热泪，的确是新时代人民教师的

光辉典范，值得学习。”

“生病是自己的事情”
邵永银的家距离学校有20多分

钟的车程。推开他的家门，墙上挂着

全家福和女儿的相片，书柜上则摆放

着他大学里读的课本，有《世界史》《中

国近代史》《世界现代史》等。这些泛

黄的课本，是他命运改变的见证。他

时常和妻子邵仙丽说，如果不读书，自

己走不出大山。

而客厅中央还横着一张黑色的按

摩床，非常触目，也让人猛然醒悟，这个

家庭的男主人已经被病痛折磨了多年。

2014年12月，邵永银被确诊为肝

硬化晚期，但他一直拒绝和学校说明

情况。“生病是自己的事情，不要给学

校添麻烦。我喜欢和学生待在一起。”

邵永银对妻子邵仙丽说，“学校给我排

了14节课，已经是在照顾我，一般老

师都要上15节课。”

9月15日晚，在打车去医院的路

上，他还嘱咐妻子：“先不要请假，也许

明天就好了，我周一上午还有 3 节

课。”第二天，不请假不行了，邵仙丽终

于向学校说明了情况。她说，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帮他做了错误的选择。

而不得不请假的邵永银也第一次

在朋友圈里直面自己的病痛——“终

于知道痛得死去活来是什么感觉！”

在这之前的4年半时间里，除了

妻子，身边的人对他的病情都一无所

知。邵永银以为不说出来，自己就可

以再多上一堂课。

“学生的事情怎么放？”
邵永银的老家在永嘉县碧莲邵

元村。1997 年，他考入了温州师范

学院历史学专业（现为温州大学人文

学院）。

邵仙丽是他的高中同学，她说：

“当时一个班里50多个学生，能去读

本科的，只有几个人。”为了能让儿子

顺利地完成学业，邵永银父母推着小

木车来到温州城里做麦饼，而邵永银

也不负众望，大学里年年都拿奖学金。

9月17日，得知他生病住院的消

息，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建国第

一时间前去探望。刘建国不仅教过邵

永银，还是他大学4年的班主任。他

说：“我知道他一直比别的学生用功，

但没想到他会病成这样。”

“邵永银的家，即使通了高速，也还

要弯进去。”大学同窗夏成煜说，邵永银

从大学起就对自己发了狠心，常常在熄

灯后，用手电筒看书；没有课时，也总是

在班级或图书馆，很少出去玩。

这种勤奋，日积月累，似乎成了邵

永银身上的一种秉性。

在他连续担任班主任工作的11

年里，通常早晨6点左右就会到校，晚

上10点之后才会回家。2006年结婚

时，他没有请过婚假；女儿出生时，也

只是去医院陪了一上午；有一次在课

堂上咳血，他不得不去医院就诊，见到

医生的第一句话也是：“我是高三班主

任，能不能不住院，只吃药？”

邵仙丽常常为他这种憨直万分“恼

火”，但也不敢和他吵一句，因为医生说

过“肝硬化不能动气”，只能求他，能不

能将学校的事情放一放？而邵永银总

是说：“学生的事情怎么放？抓一抓，就

上去一点，高中就这么3年，老师是有

机会帮助他们改变命运的。”

“他是努力改变学生的命运了，可

是他自己的命运也被改变了。”说这话

时，邵仙丽忍不住失声痛哭。

“育怎样的人？”
2001年，邵永银毕业后进入温州

市二十一中，担任高中历史教师。从

教18年，他多次被评为校级优秀班主

任，2011年还被授予“温州市优秀教

师”的荣誉称号。

邵永银的历史课脉络清晰，他擅

长画年谱、画地图，而且板书字迹潇

洒。“比如‘秦的统一’，他从向北、向

南、向西南三个纵度，逐一深入，一目

了然。”高二（1）班学生郑雅怡说。因

为邵老师的课，高二（5）班学生王思齐

也开始考虑改选历史。

邵永银曾连续多年担任备课组

长，备课、上课、出卷、抓成绩，他都是

全组的“智多星”。2018 年 9 月至

2018年11月，他和同段两位同事一起

带的2020届高二历史学考，AB率将

近80%，创下2017届新学考以来学校

5届所有学科的最高纪录，超过同期全

市AB率平均值近30个百分点，成为

全市二类高中的典型。

（下转第2版）

只想再多上一堂课
——追记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教师邵永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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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即日起休刊，下期出版日期为10月9日。

浙江教育报社

浙江高职扩招
10月8日起报名

本报讯 近日，省教育厅发出2019年高职扩招

第二阶段工作的通知，有意向的考生要注意了。

凡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身体

状况符合相关要求的退役军人、农民工、下岗失业人

员、新型职业农民、幼儿园在职教师，2019年各类高

校招生考试中未被任何高校录取的考生，均可报考。

非本省户籍在浙务工人员也可参加此次扩招报名。

报名信息网上输入时间为10月8日至31日，符

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可登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www.zjzs.net）报名系统进行报名。志愿填报与网

上报名同步进行，考试或测试工作要求在11月10日

前完成。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 曹可可）“黄

花更重夕阳晚，桑榆尤欣枫叶

红。”9月29日，省教育厅邀请40

余位离退休老干部欢聚一堂，饮

茶叙旧，共同庆祝新中国70华诞

和重阳佳节。

省教育厅党委书记、厅长

陈根芳在庆祝活动上向老干部

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并通

报了老同志们关心的全省教育

大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我省各

级各类教育改革发展状况和厅机

关机构改革情况。他指出，近年

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我省各级各类教育均取得长

足发展，教育事业继续走在全国

前列。今年3月全省教育大会的

召开，开启了我省教育现代化建

设的新征程。陈根芳表示，我省

教育事业取得的发展成就离不开

一代代浙江教育人的不懈努力，

希望广大离退休老干部继续关

心、支持我省教育工作，为浙江教

育加快实现“两个率先”的目标贡

献经验和智慧。陈根芳要求，厅

有关处室要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

有关做好老干部工作的部署要

求，以满腔热情、深厚感情做好老

干部工作，认真落实老干部政治

待遇和生活待遇，积极发挥老干

部的作用，不断改善优化老干部服务管理工作。

广大离退休老干部对祖国的繁荣昌盛满怀自

豪，对我省教育事业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喜悦。他

们表示，将继续保持学习热情和奋斗精神，积极为

教育事业发挥余热，争取为谱写浙江教育改革发展

的新篇章贡献力量。

庆祝活动上，陈根芳向高龄离退休老干部代表赠

送纪念品。陈根芳与厅领导班子成员干武东、郭丽

华、丁天乐、应方彩向李逢春、钱柄梫、罗华、郑宝庆、

张贤志等5位离休干部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纪念章。厅相关处室负责人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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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新增2个省部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

本报讯（记者 武怡晗 通讯员 谌群芳 陈 婧）
日前，教育部认定了64个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其中，我省新增2个，至此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增

加到5个。

我省此次获得认定的为浙江大学的工业信息物理

融合系统协同创新中心以及浙江工业大学的高端激光

制造装备协同创新中心。浙大的工业信息物理融合系

统中心是该校2012年首批培育项目，目前中心依托8

个国家研究基地，开展了智能感知与互联、工业大数

据、智能调控与优化、系统安全与防护等四个方向的研

究，中心相关研究成果获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重

大工程高端装备、关键安全工业装备等核心关键技术

实现应用，出口覆盖32个国家。而浙工大的高端激光

制造装备中心整合了19家单位，协同7个国家级平

台、20余个省部级平台，成果应用覆盖20余省市300

多家用户，近3年创造经济效益超过500亿元，应用于

重大工程100余项。

为加快“双一流”建设，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

2018年，教育部启动了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认定

工作。认定工作分批次进行，4年一个周期。中心的

协同创新成效等情况将作为高校“双一流”建设成效

评价的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