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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上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 26日至 27日在京举行。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我们要牢

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

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

斗，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开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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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是在进入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

重要的大会，将科学谋划未来 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

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明确宣示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

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对团结和激励全国各

族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具有十分重

大的意义。 

习近平指出，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

分析国际国内大势，科学把握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

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

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

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

战略环境，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

维，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变

局、育新机、开新局，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九大以来的 5 年极不寻常、极不平

凡。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

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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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我们坚持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程，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蹄疾步稳推进改革，扎实推

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保障

和改善民生，集中力量实施脱贫攻坚战，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大力度推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全方位开

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经济发展和

疫情防控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我们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有

效实施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制定实施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牢牢把握香港大局。面对国际局势急剧

变化，我们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了

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我们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之

以恒正风肃纪，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党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加紧密，党内良好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

发展，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习近平指出，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10年来，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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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

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攻克了许

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

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

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新时代 10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

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0年来，我们

遭遇的风险挑战风高浪急，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各种风险

挑战接踵而至，其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我们坚定信心、

迎难而上，一仗接着一仗打。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党

和人民一道奋斗出来的。 

习近平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鲜

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

思主义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发

展，迫切需要我们深入回答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

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全党要把握好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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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

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习近平强调，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

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

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世界上既

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现代化标准。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

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

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九大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作出了战略部署，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 2020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二十大要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

安排进行宏观展望，重点部署未来 5 年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

措。未来 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

键时期，搞好这 5 年的发展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至

关重要。要紧紧抓住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着力在

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研究提出解决

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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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新时

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始终赢得人民衷

心拥护，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全党必须深刻认

识到，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

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

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全面从严治党永

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实践一再告诫我们，

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常抓不懈、紧抓不放，决不

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

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习近平指出，前进道路上，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

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

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李克强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十分

重要的讲话，科学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阐述了过

去 5 年工作和新时代 10 年的伟大变革，深刻阐释了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

阐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

纲领，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对于全党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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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要认真学习领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

认真抓好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王沪宁在结业式上作总结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大家通过学习，坚定了战略自信，保持了

战略清醒，增强了信心斗志。要继续深化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定不移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

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

开班式。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军队各大单位、中央军委

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研讨班。各民主党派中央、全

国工商联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来源：新华网，2022 年 0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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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的历次重要讲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出席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一 

☆ 时间：2022年 7 月 26日至 7月 27 日 

☆ 主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

十大 

☆ 总书记讲话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全党必须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

新成果为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

进程。我们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提出新

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团结奋斗，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崭新篇章。 

二 

☆ 时间：2022年 1 月 11日 

☆ 主题：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 总书记讲话强调：党中央举办这次专题研讨班，目的

是深入研读和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继续把党史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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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学习、教育、宣传引向深入，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

奋斗历史经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

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三 

☆ 时间：2021年 1 月 11日 

☆ 主题：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 总书记讲话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

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

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

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要

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新

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四 

☆ 时间：2019年 1 月 21日 

☆ 主题：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 总书记讲话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

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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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

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五 

☆ 时间：2018年 1 月 5 日 

☆ 主题：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 总书记讲话强调：建设好我们这样的大党，领导好我

们这样的大国，中央委员会成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至关

重要，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历史眼光、强化理论思维、

增强大局观念、丰富知识素养、坚持问题导向，从历史和现

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

角，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和把握，做到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

之，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推动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

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六 

☆ 时间：2017年 7 月 26日至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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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

九大 

☆ 总书记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

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

确方向胜利前进。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

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

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懈奋斗。 

七 

☆ 时间：2017年 2 月 13日 

☆ 主题：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 总书记讲话强调：贯彻好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对顺利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党中央决定举办这期研讨班，目的是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这个层面把全会精神理解深、理解透，把《准则》、

《条例》各项规定把握精、把握准，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思想到位、行动对标带动全党贯彻落实，以解决突出问题为

突破口和主抓手，推动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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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时间：2016年 1 月 18日 

☆ 主题：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 总书记讲话强调：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

神要聚焦发力，首先必须下功夫领会好、领会透。这是党中

央把大家集中起来进一步学习研讨的主要考虑。要深入学习

领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特别是要深入学习领会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十三五”时

期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奋斗目标。 

九 

☆ 时间：2015年 2 月 2 日 

☆ 主题：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 总书记讲话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

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

动全党全国一起努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不断见到新成效。 

十 

☆ 时间：2014年 2 月 17日 

☆ 主题：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 总书记讲话强调：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

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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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

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

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

治理国家的能力。 

 

（来源：共产党员网，2022 年 0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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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

研讨班上重要讲话精神 

7 月 28 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

学习宣传贯彻举措。省委书记吴政隆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科学分析了当前

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阐述了过去 5 年工作和新时代 10 年的

伟大变革，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体现了百年大党初心不改、

矢志不渝的执着和坚定，彰显了谋划复兴伟业、擘画强国蓝

图的历史主动和使命担当，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

辉的纲领性文献，对于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省上下要把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踔厉奋发、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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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团结奋斗，坚决扛起新使命，奋力谱写新篇章，保持

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

治环境，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做到

“两个维护”。新时代 10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党的十九大以来的 5 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 5

年。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党和人民一道奋斗出来的，

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要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国

之大者”，更加坚决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

党的核心地位，自觉做“两个确立”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

践者，更加信心满怀地紧跟总书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

史进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自觉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不

懈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新时代伟大实践

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全面对标对表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对江苏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加快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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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

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落细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紧紧抓住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补短板、强弱

项、固底板、扬优势，更加坚决“扛起新使命、谱写新篇章”，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新征程上展现江苏担当、作出江苏贡献，努力交出让党

中央放心、让全省人民满意的答卷。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宣传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使命感组织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宣传

贯彻工作，扎实做好迎接党的二十大宣传工作。近期将召开

省委工作会议，对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进一步作出部署安排，

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会议研究了医改、文物保护等工作。会议还审议了其他

事项。 

 

（来源：江苏学习平台，2022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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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统时代楷模先进事迹 

李保国 

李保国，男，汉族，1958 年 2月出生，中共党员、二级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山区开发与经济林栽培技术推

广工作。李保国同志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保国同志把太行山区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康作为毕

生追求，每年深入基层 200多天，让 140 万亩荒山披绿，带

领 10万农民脱贫致富。常年高强度工作让李保国积劳成疾，

2016 年 4月 10日凌晨，58岁的他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

去世。李保国同志去世后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

代楷模”“全国优秀教师”“全国脱贫攻坚模范”等荣誉

称号。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

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 35年如一日，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长期奋战在扶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第一线，把毕生

精力投入到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之中，用自己的模

范行动彰显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事迹感人至深。李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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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

行山上的新愚公。广大党员、千部和教育、科技工作者要学

习李保国同志心系群众、扎实苦干、奋发作为、无私奉献的

高尚精神，自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努力做出无愧于

时代的业绩。 

 

视频学习链接： 

https://core.teacher.vocational.smartedu.cn/p/cours

e/heigher/detail_586049931986079744?pageOrigin=1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

n/jyb_xwfb/moe_2082/2021/2021_zl37/shideshiji/202105/t2021

0511_5308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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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根 

卢永根，男，汉族，1930 年 12 月出生于香港，作物遗

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前校长。卢永根同志对党和国家忠诚不渝，从教 60 多年来，

始终将爱国奋斗精神贯穿教学科研和立德树人全过程，用一

生至诚至真的执着行动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忠实履行了

人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

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荣获“全国模范教

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2017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和全国“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2019 年 8 月 12 日，卢

永根同志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 89 岁。习近平总书记通过

中央办公厅转达了对卢永根同志逝世的哀悼，并向其家属表

示慰问。2019 年 11 月 15 日，中央宣传部追授卢永根同志

“时代楷模”称号，2020 年 12 月 3 日，中共中央授予卢永

根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卢永根同志爱党爱教、为国家事业矢志奋斗，入党 70 年

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入党日子作为自己另一个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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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重病住院期间，仍坚持与师生共同参加支部学习，是一

名永葆初心的优秀共产党员，从教愈甲子，将毕生献给所钟

爱的教育和科研事业。 

卢永根同志潜心钻研、为造福人民勇于攀登，始终心怀

人民群众饱暖，半个多世纪来奋战在高等农业教育最前沿，

致力于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学科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

新品种 33个，累计推广面积达 1000万亩以上。在他坚守下，

学校现拥有上万份水稻种质资源，成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

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为国家农业发展和

农业教育作出卓越贡献。 

卢永根同志立德树人、为培育英才鞠躬尽瘁，坚持把育

人放在第一位，将种稻育种和传道育人相结合，以身作则，

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在思想上学业上生活上给予

充分关注和关心，促进师生成长发展，培养大批高水平现代

农业专家。 

卢永根同志艰苦朴素、为助教励学无私奉献，始终坚持

共产党员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求真务实、勤俭质朴，是一

位情操高尚的师德模范，被誉为“布衣院士”。他对自己近

乎苛刻地节俭，却将积蓄 880多万元无私捐赠学校，设立教

育基金；将祖传广州市花都区的两家商铺赠与当地罗洞小学

作为永久校产；他逝世后，家属遵其遗愿，将他遗体捐献给

医学研究和医疗教育事业。卢永根同志至信至诚为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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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献毕生心力，充分展现了一名新时代人民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 

 

视频学习链接： 

https://core.teacher.vocational.smartedu.cn/p/cours

e/heigher/detail_586049931952525312?pageOrigin=1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

cn/jyb_xwfb/moe_2082/2021/2021_zl37/shideshiji/202105/t202

10511_5308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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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滚 

张玉滚，男，汉族，1980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河

南省南阳市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校长。他自师范院校毕

业后，扎根深山 17 年，先后教了 500 多名孩子，培养出 16

名大学生。他任教的小学曾因交通困难，学生每学期的课本

都由他用一根扁担挑进大山，一挑就是 5 年。多年的乡村教

学工作，练就了他过硬的技能：手执教鞭能上课，拿起勺子

能做饭，握起剪刀能裁缝，打开药箱能治病。他用自己的全

心付出，照亮了山区农村孩子们的求学之路，也照亮了孩子

们的心灵之路。他用高尚的品格诠释了师德的内涵，展现了

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张玉滚同志曾荣获“时代楷模”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师德标兵”“全国优秀教师”

等荣誉称号。 

 

视频学习链接： 

https://core.teacher.vocational.smartedu.cn/p/cours

e/heigher/detail_586049931860250624?pageOrig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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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

cn/jyb_xwfb/moe_2082/2021/2021_zl37/shideshiji/202105/t202

10511_5308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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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群 

陈立群，男，汉族，1957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贵

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民族中学校长、原浙江省

杭州学军中学校长。陈立群同志信仰坚定、潜心育人，从教

近 40年，担任中学校长 34年，始终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他乐教善教、思维创新，倡导宏志教育，将爱国情、报

国志、强国行融入教学和管理，引导学生立德成人、立志成

才。他不忘初心、至诚为民，退休后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

远赴黔东南贫困地区义务支教，3 年多来培养出一支优秀教

师骨干队伍，学校办学质量大幅跃升。他心有大爱、无私奉

献，始终把帮助贫困家庭孩子求学成长作为己任，支教期间

翻山越岭、走寨访户，家访并资助 100 多户苗族贫困家庭，

足迹遍布台江县所有乡镇，用义举带动更多人开展支教助学。

曾荣获“时代楷模”“首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杰出校长

奖”“2018 年中国教育十大人物”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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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学习链接： 

https://core.teacher.vocational.smartedu.cn/p/cours

e/heigher/detail_586049932048994304?pageOrigin=1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

n/jyb_xwfb/moe_2082/2021/2021_zl37/shideshiji/202105/t2021

0511_5308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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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梅 

张桂梅，女，满族，1957 年 6月出生，中共党员，云南

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

利院院长。曾荣获“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师德标兵”“全国最美乡村教

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感动中国 2020 年度人物”等

荣誉称号。 

张桂梅同志坚守教育报国初心，牢记立德树人使命，扎

根贫困地区 40多年，立志用教育扶贫斩断贫困代际传递，倾

力建成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让 1600 余名贫困山区

女学生圆梦大学，托举起当地群众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信心

希望。 

张桂梅同志坚守初心、对党忠诚，响应党的号召，毅然

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跨越千里、辗转多地，无怨无悔。她

创办免费女子高中，帮助数千名山区女孩改变命运，为国家

输送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她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将

坚定的理想信念融入办学体系，用红色教育为师生铸魂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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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她在领取劳模奖金后，把全部奖金 5000 元一次性

交了党费。她把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渗透在血脉里，

在她身上充分体现着一名共产党员初心如磐的精神品质和

至诚至深的家国情怀。 

张桂梅同志爱岗敬业、爱生如子，为了不让一名女孩因

贫困失学，坚持家访 11年，遍访贫困家庭 1300多户，行程

十余万公里。她长期拖着病体工作，超量的付出透支了原本

羸弱的身体，换来女子高中学生学习的好成绩。她不遗余力

践行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的诺言，用

实际行动铺就贫困学子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圆梦之路。多年来

她一直住在学生宿舍，和孩子们吃住在一起，陪伴学生学习

生活。她在教书育人岗位上为贫困地区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

贡献，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人民教师潜心育人的敬业精神和

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 

张桂梅同志执着奋斗、无私奉献，心怀大我，对自己近

乎苛刻的节俭，却把工资、奖金和社会各界捐款 100 多万元

全部投入到贫困山区教育中。长期义务兼任华坪福利院院长，

多方奔走筹集善款，20年来含辛茹苦养育 136名孤儿，被孩

子们亲切称呼为“妈妈”。她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南贫

困山区的教育和福利事业，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人民教师以

德施教的仁爱之心和至善至美的师者大爱。 

 

视频学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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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re.teacher.vocational.smartedu.cn/p/cours

e/heigher/detail_586049931889610752?pageOrigin=1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

n/jyb_xwfb/moe_2082/2021/2021_zl37/shideshiji/202105/t2021

0511_5308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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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有勇 

朱有勇，男，汉族，1955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植

物病理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

曾荣获“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杰出专

业技术人才”“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学名师”等荣誉

称号。 

朱有勇同志入党 38 年来，始终不忘自己的第一身份是

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矢志不渝为党和人民的事

业默默奉献。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个人前途与党的事业、

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紧密结合起来，自觉为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他模范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重要指示精神，以强农兴农惠农为己任，用

自己的科研成果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以实际

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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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有勇同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嘱托，主

动请缨到深度贫困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开展扶贫，把实验室

搬到田间地头，在当地建立“科技小院”，创办院士科技扶

贫指导班，立足农村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带领村民发展

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精准有效的科技扶贫之路。4年时间，

他走遍澜沧村村寨寨、跑遍田间地头，与少数民族群众同吃

同住同劳动，受到各族群众真心爱戴和社会各界高度赞扬，

被亲切地称呼为“农民院士”。他无偿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中药材林下种植核心技术和专利所得，让企业全部拿出来

给农民群众分红，诠释了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的无私奉献精

神。 

朱有勇同志继承和弘扬科技战线的优良传统，把爱国之

情、报国之志转化为投身科研的实际行动，潜心科研、矢志

创新，取得多项重大科研成果，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突出贡

献。他紧盯农业科技发展的关键性技术难题，用 30 多年的时

间和精力钻研攻克了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境多样性

控制作物病虫害系列重大课题。他构建的冬季马铃薯优质高

效技术体系，累计推广 1131.2万亩，促进农民增收 228.8 亿

元，用科技力量改变民族地区贫困落后面貌。 

朱有勇同志恪尽职守对教育事业始终充满热情，明道信

道、立德树人，培养了一批批优秀学子和学术带头人，在科

技扶贫生动实践中还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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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型农民和科技致富带头人。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

毅然决定捐出个人获得的 400 万元奖金成立云南农业大学

“有勇奖学基金会”，激励了更多师生学农爱农、潜心研究、

服务三农。 

 

视频学习链接： 

https://core.teacher.vocational.smartedu.cn/p/cours

e/heigher/detail_588170641312092160?pageOrigin=1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

n/jyb_xwfb/moe_2082/2021/2021_zl37/shideshiji/202105/t2021

0511_5308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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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坦 

刘永坦，男，汉族，1936 年 12 月生，江苏南京人，中

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

学教授，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

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他胸怀祖国、服务人民，始终致力于

我国对海远程预警技术研究和装备发展，为祖国筑牢“海防

长城”；他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率先在国内开展新体制雷

达研究，带领团队成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

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他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坚守学术道德和科研伦理，甘为人梯、奖掖后学，把为学、

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培养了一大批科技领军人才。荣获 2018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 年被评为“最美奋斗者”，

2021年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入选“3个 100杰出

人物”。 

 

视频学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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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re.teacher.vocational.smartedu.cn/p/cours

e/heigher/detail_588170641517613056?pageOrigin=1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

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109/t20210929_568279.h

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