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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学习教育安排 

（2020 年第 8 期） 

党委组织部编                                       2020年 12月 5日 

一、时间安排 

周次 日期 星期 组织者 

14 12 月 8 日 二 
机关党工委、 

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二、学习教育主题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握习近平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中蕴含的精髓要义，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三、学习教育目的 

通过集中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习近平 2020 年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精神，引导全体党员师生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职教真谛，

用实际行动谱写新时代无锡职院发展新篇章。 

四、学习内容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第二十九讲、

第三十讲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jpsxkj/index.html）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新时代要有新气象，要有新作

为》；《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已发支部）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2020 年，

来源：教育部）…………………………………………………………3 

五、学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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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实际，谈谈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增强职教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和适应性？ 

2.结合工作实际，谈谈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好老师？ 

六、学习要求 

1．党员学习教育在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指导下，以党支部或

党小组为单位组织开展，学习教育的时间原则上以党委组织部安排的

时间为准，如时间有调整，请提前半天以党总支或直属党支部为单位

报党委组织部，同时附活动方式和活动地点。 

2．以党支部或党小组为单位认真做好学习教育记录，党总支对

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定期进行检查，学校将开展不定期督查，学习教育

活动开展情况作为党建考核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评比的依据之一。 

3．各党总支、直属支部要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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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

任务，要充分利用学习强国、共产党员网、微信、QQ 等多种学习平

台和交流平台，积极探索“互联网+党建”模式，丰富学习方法，增

进学习效果。全体师生员工要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奋力谱写学校事

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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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回信强调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 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 

11月 30日 

70 年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基础教育教材和教育图书编研出

版上辛勤耕耘、接续奋斗，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谨向你们和全社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希望人民教育出版社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

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戏曲学院师生 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 

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 

10 月 25 日 

你们老中青少四代师生的来信，反映中国戏曲学院办学取得

的可喜成果，戏曲艺术薪火相传，我感到很欣慰，向你们以及全

校师生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希望

中国戏曲学院以建校 70 周年为新起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广大师生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

传统，坚持守正创新，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11/t20201130_502493.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11/t20201130_502493.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10/t20201025_496495.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10/t20201025_496495.html


 

 4 

中砥砺从艺初心，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 

9 月 22 日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十四五”时期，我们要从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优先

发展教育事业，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

根本任务，发挥教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

作用，深化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

美育，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促进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

新精神、实践能力。要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

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我国

高校要勇挑重担，聚焦国家战略需要，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技

术攻关。要立足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

加快形成点线面结合、东中西呼应的教育发展空间格局，提升教

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水平。要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增强

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9/t20200923_4899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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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谱

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 

9 月 18 日 

你们今天是小树苗，将来要长成参天大树，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将在你们身上实现。希望同学们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好好学习知识和本领，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广大基层教师，

落实好工资、社保、医疗、继续培训等各项政策。 

要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丰富的历

史文化资源，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深刻

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道理，深刻领悟为什么历史和人民

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同学们将是接过

历史接力棒的主力军。希望大家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

勤奋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走好人生道路，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

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9/t20200921_489381.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9/t20200921_4893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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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强调不忘立德树人初心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不断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9 月 9 日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广大教师迎难而上，奋

战在抗击疫情和“停课不停学、不停教”两条战线上，守护亿万

学生身心健康，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在线教育，为抗击疫情

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之年，全国广大教师用爱心和智慧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点亮万千

乡村孩子的人生梦想，展现了当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和责任担

当。希望广大教师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使命，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满腔热情关心教师，让教师真正成为最受

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要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工作，确保全面复学、正

常复学、安全复学。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9/t20200909_486561.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9/t20200909_486561.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9/t20200909_4865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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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信祝贺全国青联十三届全委会全国学联二十七大召开 

8 月 17 日 

5 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共青团帮助指导下，各级青联和

学联组织锐意改革、积极进取，团结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贡献智慧力量、展现青春风采，为做好党的

青年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我们即将夺取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伟大胜利，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我国

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

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

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青联和学联工作是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关心和支持青联和学联工作，

为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增长才干、施展才华创造良好条件。青联

和学联组织要紧跟时代步伐，把握青年工作特点和规律，深化改

革创新，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坚定跟党走、奋进新时代，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8/t20200818_4786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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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适应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需要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 

7 月 29 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即将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基础上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

才。 

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推动研究生教育适应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坚持“四为”方针，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

领域，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完善人才培

养体系，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7 月 23 日 

少先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广大少先队员

在少先队这所大学校里立志向、修品行、练本领，从小培养热爱

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怀，展现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新时代，少先队要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

人，团结、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7/t20200729_475754.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7/t20200729_475754.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7/t20200723_4745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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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准备着。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各级政府及

全社会要加强对少先队工作的支持，为新时代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提供有利条件。共青团要带领少先队履职尽责、奋发有为，为红

领巾增添新时代的光荣。 

 

习近平回信寄语广大高校毕业生 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

家事业之中 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 

7 月 8 日 

得知你们 118 名同学毕业后将奔赴新疆基层工作，立志同各

族群众一起奋斗，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西部建设者，

我支持你们作出的这个人生选择。 

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斗争，让你们这届高校毕业生

经受了磨练、收获了成长，也使你们切身体会到了“志不求易者

成，事不避难者进”的道理。前进的道路从不会一帆风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一代青年矢志奋斗。同学们

生逢其时、肩负重任。希望全国广大高校毕业生志存高远、脚踏

实地，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

和国家事业之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 

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采取有效措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千方百计帮

助高校毕业生就业，热情支持高校毕业生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为党

和人民建功立业。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7/t20200708_470828.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7/t20200708_4708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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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给复旦大学青年师生党员回信勉励广大党员 在学思践悟

中坚定理想信念 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 

6 月 30 日 

100 年前，陈望道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

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

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你们积极宣讲老校长陈望道同志追

寻真理的故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希望你们坚持做下去、做得更好。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

们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

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

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致信祝贺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校 100 周年 

6 月 7 日 

哈尔滨工业大学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

学校扎根东北、爱国奉献、艰苦创业，打造了一大批国之重器，

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哈尔

滨工业大学在新的起点上，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紧扣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在教书育人、科研攻关等工作中，不断改革创新、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6/t20200630_469262.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6/t20200630_469262.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6/t20200607_4635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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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发作为、追求卓越，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向全国各族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的祝贺 

5 月 31 日 

在这次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广大

少年儿童也经历了一段特殊时期，不仅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众志

成城、迎难而上的伟大壮举，而且听从党和政府号召、以实际行

动支持抗疫斗争，展现了我国少年儿童的良好精神风貌。 

少年强则国强。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希望广大少年儿童刻苦学习知识，

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各级党委和政府、全社会都要关

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共青团、

少先队组织要着眼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顺应

时代发展，不断改革创新，积极开展工作，为党的少年儿童事业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5/t20200531_4609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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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给北京科技大学全体巴基斯坦留学生回信 

5 月 18 日 

得知你们到中国留学以来，既学到了丰富知识，也结识了不

少中国朋友，我为你们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 

正如你们所感受到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和学

校始终关心在华外国留学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大家提供了

全方位的帮助。生命至上，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在华外国人员，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一视同仁予以关心和爱护。 

我了解到，在抗击疫情期间，很多留学生通过各种方式为中

国人民加油鼓劲。患难见真情。中国将继续为所有在华外国留学

生提供各种帮助。中国欢迎各国优秀青年来华学习深造，也希望

大家多了解中国、多向世界讲讲你们所看到的中国，多同中国青

年交流，同世界各国青年一道，携手为促进民心相通、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习近平：把“西迁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4 月 23 日 

 

从黄浦江畔搬到渭水之滨，你们打起背包就出发，舍小家顾

大家。交大西迁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讲、对西部发展战略布局来

讲，意义都十分重大。他勉励广大师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

续发扬“西迁精神”，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把“西迁

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5/t20200518_455675.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4/t20200423_4458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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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孩子们要文明精神 野蛮体魄 

4 月 22 日 

现在孩子普遍眼镜化，这是我的隐忧。还有身体的健康程度，

由于体育锻炼少，有所下降。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我说的

“野蛮其体魄”就是强身健体。 

 

习近平回信勉励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 后”党员 让青春

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3 月 16 日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你们青年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

的广大疫情防控人员一道，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

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合格答卷。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

有希望。希望你们努力在为人民服务中茁壮成长、在艰苦奋斗中

砥砺意志品质、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领，继续在救死扶伤的岗位

上拼搏奋战，带动广大青年不惧风雨、勇挑重担，让青春在党和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4/t20200422_445612.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3/t20200316_431791.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3/t20200316_4317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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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回信勉励在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 到人民

最需要的地方去 以仁心仁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 

2 月 23 日 

得知你们 17 名同学在北京进行临床实习期间，既锻炼了临床

基本功，也坚定了献身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信念，我很欣慰。 

医生是人民健康的守护者。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

军地广大医务工作者冲锋在前、英勇奋战，用行动诠释了白衣天

使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以他们为榜样，努

力做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医生。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

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仁心仁术造福人民特别

是基层群众。 

藏历新年就要到了，我向你们以及藏区各族群众致以节日的

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习近平复信美国犹他州小学生 

2 月 22 日 

中国和美国一样，是很大的国家。中国有 5000 多年文明历史。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热情好客。汉语是世界上十几亿人使用

的语言，通过学习汉语你们可以更多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很高兴

看到你们的汉字写得这么好，汉语学得这么棒。希望你们继续加

油，取得更大进步，做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小使者。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2/t20200223_423307.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2/t20200223_423307.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2/t20200222_4231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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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给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的学生代表回信 期待同学们为

呵护好全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积极作为 

1 月 7 日 

40 多年前，我在中国西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村庄劳动生活

多年，当时那个地区的生态环境曾因过度开发而受到严重破坏，

老百姓生活也陷于贫困。我从那时起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

共同体，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己。我提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就是希望中国既加强自身生态文明建设，主动承担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又同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呵护好全人

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同学们都是世界知名高校的博士生，期待你们在这方面积极

作为，也欢迎你们继续关注中国发展，给我们多提一些好的建议。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1/t20200107_414623.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001/t20200107_41462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