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81-0001/（ J） 代号 1-26

中国军网http: //www.81.cn 第 号 解放军报社出版2019年9月11日 星期三

己亥年八月十三 今日12版

22524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记者杨
维汉、胡浩）在第三十五个教师节到来之
际，庆祝 2019年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10日在
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
见受表彰代表，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上午 11时，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
堂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
等走到代表们中间，同大家热情握手，不

时交谈，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
她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教育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教师为人师表、
潜心育人，为国家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
献。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以德施教、立德树人，刻苦钻研、教学
相长，尊重宽容、严爱相济，做党和人民满
意的“四有”好老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增强教师职业吸引
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会上表彰了 718 名“全国模范教

师”、79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597 个“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以及
1432名“全国优秀教师”、158名“全国优
秀教育工作者”，授予 1355项“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此前，教育部等还推选了
10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全国模范教师代表、河北省辛集市
清河湾学校教师张梦伟，全国教书育人
楷模代表、广西北海市涠洲岛幼儿园教
师范徽丽，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代表、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郝
云亮，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代表、四
川大学教授谢和平分别在会上发言。

丁薛祥、陈希、尤权、蔡达峰、夏宝龙
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全国教育系统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李克强王沪宁参加会见

9月1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庆祝2019年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受表彰代表。 新华社记者 申 宏摄

本报拉萨9月10日电 郭渭峰、记者马三成
报道：10日上午，西藏军区 2019 年民兵“创破纪
录”比武竞赛在拉萨民兵训练基地拉开序幕，120
名参赛选手围绕体能、技能、智能等方面 10个课
目展开激烈角逐。

为提升民兵备战打仗能力，西藏军区结合全
区民兵军事训练实际，在去年组织军分区（警备
区）、人武部干部军事训练竞赛性考核基础上，首
次组织民兵“创破纪录”比武竞赛。前期，他们研
究制订《西藏军区省军区系统群众性练兵比武活
动实施方案》和《西藏军区民兵“创破纪录”比武
竞赛实施细则》，并动员军地力量共同组织此次
活动。

他们把比武竞赛作为检验练兵备战成效的
有效途径，统一比武内容、竞赛条件、评定标准，
既设置单课目的比拼角逐，又突出集体项目的团
结协作。记者在射击比赛现场看到，参赛选手从
列队入场到完成射击考核，一系列动作标准规
范。选手在手枪射击、步枪应用射击等课目竞技
中，均取得较好成绩。

据了解，此次比武竞赛场地海拔高、竞技强
度大、选手负荷重，既有米数、秒数、环数等“硬功
夫”比拼，又有毅力、耐力、定力等“软实力”较
量。西藏军区领导介绍，比武竞赛不仅浓厚了备
战氛围、激发了训练热情，而且培养了训练骨干、
打牢了胜战基础，有利于提升后备力量组织动员
力、快速反应力和支援保障力，促进人武系统练
兵备战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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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骆瑶、吴阔报道：9 月上
旬，履新不久的第 75集团军某旅连长杨
显煜，在某营“合成讲武堂”第一次开讲
就赢得台下官兵阵阵喝彩。杨显煜高兴
地说，这得益于军事职业教育平台的丰
富资源支撑。

为讲好这堂课，杨显煜利用军事职
业教育平台学习研究近现代经典战例，
整理了近两年参加实战化训练演习的笔
记，将合成营独立作战的学习心得和实
践体会提炼融合，为授课打牢了基础。
“军事职业教育学习依托强军网和

互联网服务平台，打破了院校教育的‘围

墙’，官兵能够从中学习急需急用和岗位
履职所需的知识，发挥了战斗力‘加油
站’的作用。”该旅领导介绍说，作为军事
职业教育试点单位，他们积极用好网络
教育平台这一“随营军校”，引导全旅官
兵强化学习。

与此同时，该旅对照官兵岗位履职
能力要求，查弱固强、查漏补缺、查旧更
新，上至旅领导、下至普通战士，人人选
定一门以上提升履职能力的课程，量身
定制学习内容套餐，营造时时学、处处
学、人人学的学习成才氛围。

该旅某营高炮连执行任务期间，指导

员朱志鹏通过离线学习，着力提高战时宣
传鼓动等战时政治工作能力。他结合具
体任务实践和经典战例复盘提出的 6条
意见建议，被旅里采纳并写入战备方案。

一手抓制度落实，一手抓正向激励。
他们制订《军事职业教育实施细则》，把军
事职业教育课程学习纳入官兵考核评价
体系，定期公布学习积分、进行学习讲评、
征选学习研究成果，并择机进行成果展示
和交流授课，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
围，让官兵在实践体验中享受学习获得
感、成就感，不断强化职业素养。

如今，学技能、练装备、研战法成为
该旅官兵自觉行动，部队备战打仗能力
不断提升。据了解，该旅今年先后参加
陆军“炮兵奇兵”“铁甲奇兵”等比武竞
赛，夺得多项冠军。

第75集团军某旅盘活用好军事职业教育资源

网络教育平台成为战斗力“加油站”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进行时

本报讯 张居俊、史双报道：8月下
旬，科尔沁草原深处炮声隆隆，第 78集
团军某旅坦克实弹射击现场，数枚炮弹
准确命中目标。该旅领导介绍说，实弹
射击能打出满堂彩，得益于他们全程采
集并有效运用作战数据。

今年野外驻训，该旅展开了坦克、步
战车、火炮等装备实弹射击训练，跨昼夜
火力打击、运动目标射击等高难度课目轮
番进行。训练中，他们积极查找短板弱
项，将采集作战数据作为一项关键内容，
通过边射击、边分析、边论证等方式，收集

每类装备、每个环节相关数据，摸清武器
装备全天候全要素条件下整体作战效能。

笔者在现场看到，各类装备逐一登
场，射击条件和射击数据不断变化。某
新型坦克横向射击、倒向射击、加速突
击，根据战场态势自主变换各种战斗动
作和阵型；战车乘员针对目标性质，临机
选择火器和弹种实施打击。坦克分队射
击中，炮长王善庆根据相关数据快速调
整各类火器要素和参数，打出了“首发命
中”的好成绩。某型火炮射击时，作训参
谋李灿主动请缨前往火力前沿，采集到

装备远距离射程、大角度射击等方面数
十组数据。

数据分析为战斗力提供了技术支
撑，该旅实弹射击命中率不断提升，并针
对实射现场暴露出的问题科学制订了应
对措施。

第78集团军某旅检验武器装备全天候全要素作战效能

实弹射击全程采集作战数据

本报北京9月10日电 记者刘建
伟、通讯员王永杰报道：为进一步增强广
大教师、教育工作者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促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推进教育
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作出更大贡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教育部表彰了一批全国教育系统先

进个人。军队院校系统 25名先进个人
获表彰。

近年来，全军院校广大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导下，扎根一线，敬业奉献，培
养造就了大批能打胜仗的高素质军事人
才。前不久，军队院校系统按照“教学主

导、质量至上、典型示范、公平公正”原
则，采取自下而上、逐级申报、择优遴选
的方式，遴选 25名先进个人作为表彰对
象（其中全国模范教师 7名、全国教育系
统先进工作者 1名、全国优秀教师 15名、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2名）。
（光荣榜见第二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表彰一批全国教育系统先进个人

军队院校系统25名先进个人获表彰

本报北京9月10日电 记者程波报
道：由中央网信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共同举办的“祖国，请放心”网络名人进军
营暨网络媒体国防行活动今天落下帷幕。

此次活动 9月 1日启动以来，来自全
国的网络正能量骨干和来自人民网、新

华网、中国军网、中国军视网等多家网络
媒体的编辑记者，分南北两线，深入边关
哨所、荣誉部队和军事院校参观见学、座
谈交流，实地体验官兵训练生活。

截至 10日 8时，活动微博话题阅读
量达 7.4亿次，抖音相关视频播放 24.8亿

次。活动精心制作主题宣传片 8个、主
题海报 70余张，推出视频、文字等新媒
体作品 500余件，迅速掀起“为人民军队
点赞”的舆论热潮，汇聚起强大的网络舆
论正能量，带动广大网民关注国防、关心
军队、关爱军人。

网络名人进军营暨网络媒体国防行活动掀起爱军拥军热潮

前不久，习主席对全国道德模范表

彰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争做崇

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

美好生活的创造者”。革命军人当见贤

思齐，在崇德向善上走在时代前列。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道德

犹如清新空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

让人时刻受益。保持良好的社会风

尚，需要每个人增强道德自觉，播洒文

明雨露。

德行者，兵之厚积也。人民军队有

着优良的道德传统，产生过无数道德楷

模，从雷锋、李向群，到张富清、杜富国

等，都在人民心中深深扎根，成为全社会

的道德标杆。军人明德惟馨、崇德修身，

不仅彰显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也对精

神文明建设起着巨大推动作用。广大官

兵要自觉向全国道德模范学习，带头崇

尚道德、弘扬正气，净化灵魂、提升境界，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努力践行“四

有”标准，立起新时代革命军人好样子。

争做崇高道德的践行者
■王大力 尚星良

右图：9月10日，哈尔滨市首批400余名新兵

从哈尔滨西站出发，满怀激情奔赴军营，开启崭新

的军旅生涯。 吕衍海摄

下图：9月 10日，武警天津总队首批百余名

新兵入营后吃上热腾腾的饭菜，感受到军营大家庭

的温暖。 荆 诚摄

你好，新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