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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纯纯）11月28日

至29日，第一届长三角基础教育年度峰

会暨中国长三角新时代劳动教育20校

联盟成立仪式在杭州富阳举行。中国教

育报刊社党委书记、社长翟博，浙江省教

育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韩平等出席。

韩平在致辞中指出，为了进一步

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

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

人才培养体系，今年将第一届长三角

基础教育年度峰会的主题确定为“聚

焦新时代劳动教育”，希望通过峰会论

坛的形式来搭建一个区域内沟通联络

的平台，共同研讨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中的重大问题，协力打造长三角基础

教育高地。

韩平强调，劳动是人生存和发展

的必要基础，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基本

途径，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

量，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

育人功能。党中央对劳动教育高度重

视，11月2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劳

动教育直接关系到亿万青少年全面发

展、健康成长，关系到国民综合素质的

提升，关系到我们事业的兴旺发达，对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

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勤劳、奋斗、奉献的

优良传统，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具有重大意义。

翟博表示，当前劳动教育面临着

许多现实问题和困难，需要进一步加强

研究，大胆实践。要进一步阐释、丰富新

时代劳动教育的内涵，要正确认识劳动

创造的本质，使之符合当前时代发展的

潮流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深

入研究劳动教育和德育、智育、体育、美

育的关系，统筹设计教育目标、课程教

学、实践活动，避免劳动教育与其他各育

割裂开来，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

过程。同时，还要认真研究学生的真实

生活和教育方式，从解决学生自主自理

自立等基本问题入手，开展多种形式的

劳动实践，注重知行合一，注重实际效

果，真正通过劳动教育促使学生身心全

面发展，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此次峰会发布了“中国长三角新时

代劳动教育20校联盟”富阳共识，并组

织实地参观富阳区和富春第七小学的

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会上，教育部教

育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国际比较

与对外交流部主任、实践教育研究所

所长王晓燕，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

教育中心副主任曲霞等专家作新时代

劳动教育的报告，三省一市校长代表

作劳动教育主题发言，与会代表就学

校教育中课程化实施劳动教育、统筹

社会资源推动劳动教育、科研引领深

化劳动教育和完善促进劳动教育的体

制机制等方面展开积极思考和探索。

本次峰会由浙江省教育厅牵头长

三角域内省、市教育厅（教委）主办，由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上海教育报刊总

社、江苏教育报刊总社、安徽省教育宣

传中心承办。

聚焦新时代劳动教育

第一届长三角基础教育峰会在富阳举行

本报讯（浙江日报记者 王国锋）
11月27日下午，省委书记车俊来到他

所联系的浙江大学，宣讲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

精神。

车俊围绕“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

现代化”主题，与广大师生进行交流。他

运用大量生动的案例、翔实的数据，阐述

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阐明了

四中全会的历史意义，阐释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

优势，并从国际视野和国内发展大势出

发，畅谈了学习宣传贯彻中央全会精神、

坚定“四个自信”的认识体会。车俊指

出，四中全会是“中国之治”迈向更高境

界的崭新起点，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在新时代展现出越来越蓬勃的生

机和活力。

随后，车俊围绕省委十四届六次全

会报告和决定，对省域治理现代化的总

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进行了系

统阐述，特别是对我省治理的六方面经

验、着力健全的“六大体系”和“省域治

理现代化十招”进行了系统解读。他指

出，浙江必须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赋

予的新期望，坚决扛起“三个地”的使

命担当，争当省域治理现代化排头兵，

成为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的重要窗口。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要在学深悟透做实上下功

夫，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走在前列，推动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

精神落地生根。车俊指出，“八八战

略”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浙江萌发与实践的集中体

现，蕴含着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

发展方向，是浙江推进省域治理现代

化的总方略。我们要坚持以“八八战

略”为统领，锲而不舍、持续深化，不断

把“八八战略”蕴含的治理思想转化为

治理成效。车俊强调，“最多跑一次”改

革是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路径，

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一改革对各个领域

治理的牵引作用，把其蕴含的理念、方

法、作风运用到省域治理的各方面全过

程，大力推动政务服务、公共服务效能

和营商环境大提升，大力推进社会治理

领域“最多跑一地”改革，让群众有更多

的获得感。

车俊指出，浙江大学是世界知名学

府，是我省高校龙头，在治理领域有着

专业和智力的优势。希望学校提高政

治站位、展现使命担当，全面落实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各项目

标任务，当好省域治理现代化的“思想

库”和“智囊团”，当好培养治理现代化

人才的“摇篮”，当好高校治理现代化的

“模范生”，在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中展

现更大担当、体现更大作为。

陈金彪、任少波、吴朝晖和浙江大

学千余名师生参加宣讲会。

车俊在浙江大学宣讲中央全会和省委全会精神

在服务省域治理现代化中展现高校更大担当作为
“卡尔·马克思杯”
理论知识竞赛落幕

本报讯 日前，第二届“卡尔·马克思杯”浙江省

大学生理论知识竞赛决赛在浙江工商大学举行。省

教育厅党委副书记干武东出席活动并颁奖。

本届“卡尔·马克思杯”浙江省大学生理论知识竞

赛是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共同主办，浙江工商大

学、温州大学承办的省大学生学科竞赛。经过初赛选

拔，共有8所本科院校和4所高职院校进入现场决

赛。经过个人必答、时政评论、小组抢答、小组风险题

4个环节的激烈角逐，最终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与

中国计量大学获得一等奖。

本次竞赛是我省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一项重要举措。竞赛于9月30日启动，分为赛前练

习、初赛和决赛3个环节，根据统计，全省73所高校的

9.4万名大学生参与了赛前练习，有21.6万名大学生

参加了初赛，参与率超过77％。同时，各高校还通过

组织校级比赛、创新教学等方式，不断提高大学生理

论素养和实践能力，做到启示思想观念、提高思辨能

力，教育引导学生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相关处室负责人，入围高

校分管领导及高校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 季 颖 通讯员
赵远远）垃圾不溢出来了，垃圾桶变干净

了；走廊上全部更换成节能平板灯，变得

更亮堂了；桥栏杆上新添了救生圈等设

备……连日来，校园里的这些变化让嘉兴

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们感到焕然一新。

自9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以来，学校党委就提出要从身

边事改起，要把初心体现在攻坚克难上，

把使命践行服务到师生心坎上。很快，

他们面向全校师生开展了“向党委书记

写一封信”活动，并在学生宿舍楼内设立

主题教育意见箱。活动共收到300多封

信，各类意见建议786条次。目前，校院

两级已梳理归类查摆问题157个，完成

整改问题75个，启动整改问题82个，领

衔破难项目30个。

最近，机电与汽车学院的学生惊喜

地发现，实训实验室各类设备的显眼处

都贴上了二维码，用微信、钉钉等软件扫

码就可以跟着对应的微课操作视频学习

了。原来，教师提出传统的实训课无法

顾及所有人，学生遇到困难时只能等教

师帮助其他人解决问题后才能询问，容

易耽误时间和讲课进度。

为此，机电与汽车学院的实验实训

教师拍摄制作了80个实训教学短视频、

500张二维码，变原来的集体演示操作

为方便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演示操作。教

师章建胜说：“这样既提高了上课效率及

学生的自学能力，又预留出更多的上课

时间来进行案例讲解，帮助学生在实训

操作中掌握和巩固知识。”

教学楼没有课间休息室、校园内停

车难、教师住房补贴发放不及时等，都是

教师关心的问题。11月14日，嘉职院首

批审核通过了78名教师的一次性住房及

工龄补贴，共计发放住房补贴71.1121万

元；学校还专项拨款29万元，在3号、10

号教学楼，装修了10间课间休息室，面向

教师开放；而专门用于设计建造停车位、

车棚的168万元也已筹措到位，停车难的

问题相信可以很快得到解决。

举措虽小，但带给师生们的获得感、

归属感显著增强。教师袁佳说：“校园环

境的改善，反映的问题学校及时帮助解

决，这些点滴的改变都让我在学校的工

作、生活更加舒心。”此外，嘉职院还面向

企业发放了1000份问卷，征求学校专业

设置、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

方面的建议。根据这些意见，该校正跟

进相关整改工作。

嘉职院：将“改”字贯穿主题教育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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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院
推出《画说初心》丛书

本报讯（记者 于 佳 通讯员 刘 杨）11月25

日，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画说·初心”图片文献展开幕

式暨《画说初心》丛书新书发布会。

《画说初心》丛书第一辑由《红船启航》《南昌起

义》《井冈山上》《入党宣誓》《遵义曙光》《延安火炬》

《英雄赞歌》《不忘初心》8个分册组成。丛书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美院承担的“国家重大历史题

材”美术创作工程为载体，每册以一幅美术作品为线

索，绘制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动人画卷。

中国美院绘画艺术学院油画系教授何红舟是《红

船启航》的创作者，这幅画再现了1921年夏天中共一

大南湖会议的历史瞬间：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李达

等13位一大代表正在登船，乌云的压迫与代表们显露

出的坚毅神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进一步表现出

了革命的艰难和党的创建者们英勇无畏的精神。在何

红舟现场分享的画箱中，历次修改的草图细致到南湖

湖水的波纹是激荡抑或平静……何红舟说，把个人艺

术创作的体验融入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际遇中，

这是创作者的初心。

该丛书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而

出版的献礼图书，共计20册，已入选2019国家主题出

版重点出版物及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中国美院院长

许江主编。

国际丝路创业教育联盟
温州设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 杜晓哲）国际丝路创业教育联

盟温州基地揭牌仪式日前举行。基地以温州大学瓯

江学院为主体，着力为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升级版发展

搭建平台。

作为浙南地区唯一一个国际丝路创业教育联盟

基地，温州基地将依托联盟国际化院校交流协作平

台，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商科示范课程建设等方面的

试点示范工作。近年来，温大瓯江学院构建起“课程

教学、实践实训、企业孵化”三点联动的应用型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了一批具有“新温商”精神的应

用型创新创业人才。

据悉，国际丝路创业教育联盟是围绕“一带一路”

建设，重点联合“一带一路”沿线顶级院校共同开展创

业教育与创新研究的合作组织。此前，已经在英国、德

国、法国等国家，以及天津大学等国内高校成立基地。

进入冬季，浙江农林大学校园里的银杏一片
金黄，美不胜收，吸引师生、市民专程前往拍照留
念。该校有条银杏大道，种植了近千棵银杏树。

（本报通讯员 陈胜伟 摄）

近年来，湖州市南浔区深入推进“清廉学校”建设，倡
导各校结合日常教育教学对师生进行清廉文化教育，营
造正气昂然、清廉文明的校园氛围。图为11月25日，马
腰中学开展制作“敬廉崇洁”衍纸画活动。

（本报通讯员 陆一平 摄）

衍纸画“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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