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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这里是“黄沙遮天日，飞鸟
无栖树”的荒漠沙地；

如今，这里是有着百万亩人工林
海、守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

三代人，59年，河北省塞罕坝林场
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用青春与奋
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
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这一精神，是塞罕坝荒漠变绿洲
的核心密码，也将激励我们持续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

牢记使命创造奇迹
走进地处河北最北端与内蒙古交

界的塞罕坝机械林场，置身茫茫林海，
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寸草难生的一片
荒漠。

塞罕坝，意为“美丽的高岭”，曾是
清代皇家猎苑“木兰围场”的重要组成
部分，后因开围垦荒、大肆砍树，逐步
退化成荒原沙地。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为改变“风沙
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国家下决心
建一座大型国有林场，恢复植被，阻断
风沙。

在荒凉了近半个世纪的塞罕坝植
树 造 林 谈 何 容 易 ？ 最 低 气 温 零 下
43.3℃，年平均温度零下 1.3℃，高寒
高海拔地区造林经验几乎为零……
林场第一批建设者赵振宇回忆说：

“当时到处是沙地和光山秃岭，风卷
着沙粒雪粒遮天盖日，打到脸上像刀
割一样疼。”

听党召唤，不辱使命。尽管条件
艰苦，却未挡住一群年轻人勇于担当
的步伐。1962年，来自全国18个省区
市的 127 名大中专毕业生奔赴塞罕
坝，与当地林场242名干部职工一起，
组成一支平均年龄不足 24 岁的创业
队伍，开始了战天斗地的拓荒之路。

“那时，我们喝的是雪水、雨水、沟

塘子里的水，吃的是黑莜面窝头、土豆
和咸菜。”当年跟5个女同学一起毅然
奔赴坝上的陈彦娴，如今已是满头银
发，忆起当年的艰苦磨难却未曾有过
后悔，“每每看到自己亲手栽下的树苗
长成大树，幸福感就难以言说。”

因缺乏在高寒地区造林的经验，
1962年、1963年塞罕坝造林成活率不
到 8%，一次又一次造林失败，动摇了
人们的信心。

“山上能自然生长落叶松，我就不
信机械造林不活！”时任林场第一任党
委书记王尚海下了狠心，带领职工在
距离林场办公区不远的马蹄坑开展了
一场“马蹄坑大会战”。连续多日吃住
在山上，艰苦付出终换来回报：这次

“会战”共栽植落叶松 516 亩，成活率
达90%以上。王尚海激动地跪在山坡
上，泪流满面。

忠于使命的精神贯穿王尚海的一
生。1989 年去世后，家人遵从遗愿，
把他的骨灰撒在塞罕坝。伴他长眠的
落叶松林如今叫“尚海纪念林”，成为
百万亩林海的起源地。

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
说：“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就
是塞罕坝人的崇高理想，种树就是他
们坚如磐石的使命。”

2017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塞
罕坝机械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
要指示，为塞罕坝精神作出定义：牢记
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

艰苦创业 接续奋斗
在党的召唤下，一批又一批、一代

又一代年轻建设者们，不断进行绿色
接力，“塞罕坝精神”跨越时空薪火相
传。

在塞罕坝有句老话，献了青春献
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防火瞭望员刘军和王娟就是这样
一对夫妻。住在林场深处的“望海
楼”，他们白天每 15 分钟要通报一次

林区火情，重点时期夜间每 1 小时通
报一次。常年与寂寞为伍，这样的日
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待就是 23
年。

“选择林业，就是选择奉献。”1973
年到坝上的第二代创业者邓宝珠说，
两个儿子如今都在林场，从事林场护
林员和施工员工作。

1980年出生的于士涛是保定人，
2005 年大学毕业后，一头扎进塞罕
坝。当年，在北京工作的妻子拗不过
他，放弃高薪，跟他一起扎根这里。“我
们将紧握前辈们的接力棒继续奋力前
行。”他说。

在塞罕坝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吃
祖宗饭、断子孙路不是能耐，能够还祖
宗账、留子孙粮才是本事！

新一代塞罕坝人没有躺在前人的
功劳簿上睡大觉，而是选择奉献青春，
接续奋斗。

多年不断拓荒造林，林场所辖范
围内能种树的地块越来越少，2017年
以来，塞罕坝人将土壤贫瘠、岩石裸
露、蒸发快速的石质阳坡作为攻坚造
林重点，向山高坡陡的“硬骨头”宣战。

这些地方土壤只有几厘米厚，相当
于“在青石板上种树”。坡陡、石硬、路
不通，机械无法作业，就用骡子驮或人
背。靠着塞罕坝人的拼劲和韧劲，2017
年以来，塞罕坝在石质山坡上攻坚造林
10.1万亩，造林成活率达到98%。

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陈智卿深有
感触地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如今，我们这任
领导班子已经是林场的第13任班子，
守住、守好这片林子，让它绿得更有质
量，是我们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

绿色发展赓续传奇
59年来，塞罕坝的创业路，是播种

绿色之路、捍卫绿色之路，更是一条绿
色发展之路。

塞罕坝百万亩林海筑起了一道牢

固的绿色屏障，有效阻滞了浑善达克
沙地南侵，每年为滦河、辽河下游地区
涵养水源、净化淡水2.84亿立方米，防
止土壤流失量为每年513.55万吨；每
年可固定二氧化碳86.03万吨，释放氧
气59.84万吨。

塞罕坝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
物种资源，使其成为珍贵、天然的动植
物物种基因库，有陆生野生脊椎动物
261 种、鱼类 32 种、昆虫 660 种、大型
真菌179种、植物625种。

塞罕坝不仅成了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范例”，林场建设者还被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授予“地球卫士奖”。

今年 8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塞罕坝机械林场，同林场三代职工
代表亲切交流。看着守林护林人的队
伍越来越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倍感欣
慰：“塞罕坝精神，不仅你们需要继续
发扬，全党全国人民也要学习弘扬，共
同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绿色经济
发展好，把生态文明建设好！”

“总书记的嘱托，既是对塞罕坝几
代林业人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全国林
业人的鼓舞和肯定。”安长明说，“我们
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大力发扬塞罕
坝精神，把这片林子管好、护好、经营
好。”

根据规划，塞罕坝将全面开展二
次创业，到 2030 年，林场有林地面积
达到 120 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86%，森林生态系统更加稳定、健康、
优质、高效，生态服务功能显著增强。

“我们将走好新时代塞罕坝新的
长征路，苦干实干，把塞罕坝建设成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示范基
地，再谱绿色发展新篇章。”陈智卿说。

永葆初心、勇担使命，新征程上再
出发。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牢记绿色
发展使命，人人尽责，久久为功，就一定
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上，迈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
共同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据新华社

牢记使命 绿色发展——塞罕坝精神述评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教育部日前在其网站公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
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
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将“四有”要求纳入
教师职责使命，进一步明确教师权利
义务、提高教师准入门槛、突出师德师
风评价标准，并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
作出规定。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于 1993 年颁布。多年来，我国教师队
伍 规 模 不 断 扩 大 ，专 任 教 师 总 数 由
1993 年的 1097.89 万人提高到 2020 年
的1792.97万人。现行教师法的多项规
定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
要求。

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共九
章57条，包括总则、权利和义务、资格和
准入、聘任和考核、培养和培训、保障和
待遇、奖惩和申诉、法律责任、附则等。

征求意见稿明确，教师承担着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崇高使命。教师
应当为人师表，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忠诚于党
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征求意见稿提出，坚持中国共产党
对教师队伍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把教
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坚持提高教
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

在权利义务一章中，征求意见稿明
确了教师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对学
生进行教育惩戒等权利，强化教师对未
成年学生的保护救助义务。征求意见
稿提出，幼儿园、中小学教师在履行职
责时，应当注重保护未成年学生的人身
安全和合法权益，制止学生欺凌和其他
有害于学生的行为；发生自然灾害、事
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或者
学生伤害事故，应当积极保护、救助学
生；应当与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相
互配合，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促进

家校协同育人。
征求意见稿对教师资格和准入作

出进一步规范，提高各级各类教师学历
要求，同时提出了“从业禁止”的情形。

根据这一文件，取得幼儿园教师资
格，应当具备高等学校学前教育专业专
科或者其他相关专业专科毕业及其以
上学历；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
备高等学校师范专业本科或者其他相
关专业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并获得
相应学位；取得普通高等学校教师资
格，应当具备硕士研究生毕业及其以上
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

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实行教师职
务制度。幼儿园、中小学教师职务分为
初级职务、中级职务、副高级职务和正
高级职务。教师初级职务和中级职务
不受岗位比例限制，根据教师履行职务
的年限和要求，依照规定晋升；副高级
以上职务应当与岗位设置相结合，考察
教师履职的表现，设定相应比例，通过
评审等方式竞争性获得。

在考核评价方面，征求意见稿突出
师德师风标准，要求教师年度考核和聘
期考核应当对教师的师德师风进行重
点考评，存在严重问题的，应当认定为
考核不合格。

提高待遇保障，是提高教师获得
感，让好老师“留得住”“教得好”的重要
举措。

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分类建立教
师工资待遇保障机制。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应当不低于
或者高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并逐步提高。绩效工资分配应
当坚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并体现对
优秀教师、班主任等特定岗位教师的
激励。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
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
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征求意见
稿还提出了津贴补贴、地区补贴、住房
优惠、医疗待遇、退休待遇、民办待遇等
方面的规定。 据新华社

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提高教师准入门槛 突出师德师风评价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