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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年前，他是医学院的
“全优”毕业生，因缘际会成为
当时人们看来“没出息”的高校
思政课教师。

讲台下，他是一个两岁时罹
患小儿麻痹症、至今行动不便的
普通人；讲台上，他立刻脱胎换
骨成为“发光体”，牢牢地吸引
着学生们的注意力，思想政治理
论课，在他引经据典、风趣幽默
的讲授之下变得面目可亲。

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
向明。

他让思政课风靡校园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春日的午后，激昂的歌声从
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
报告厅传来，一阵热烈的掌声紧

随其后——这是“马克思主义与社
会科学方法论”的课堂，王向明兴
之 所 至 ， 给 大 家 唱 起 了 《国 际
歌》。大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同
学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课。

“你信仰共产主义吗？对这个问
题，大家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回答。但
如果我问，你想发财吗？恐怕大家的
回答会空前一致。”在同学们的笑声
中，王向明接着说：“其实，追求物质
财富的极大丰富，本身就是共产主
义的题中之义。但真正的共产主义
者决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而是立志
为人类福利而劳动。只要这个世界
上存在着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
我们立足于自己的岗位努力地去做
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我们就是在为
共产主义奋斗！共产主义并不虚无
缥缈，它就在我们身边。”

3 个小时转瞬即逝，精彩的讲
述让同学们意犹未尽。

“什么都不说了，只有一个字——
‘赞’！”一名修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论”课程的学生这样评价
王向明的课。事实上，这也代表了
大多数同学的心声。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学生黄子翊眼中，王老师的课成为

“畅销款”很自然。“他不回避同学们
对理论的质疑和提出的问题，态度真
诚；并且，他用事实和案例说话，教学
形式丰富多样，从不刻板说教。”黄子
翊这样评价王向明的课。

“网红”课程是怎样炼成的？

每一个上过王向明课的学生，
都会被他整段背诵经典名篇的激情
深深打动。“语音、语调、语速几
乎达到了专业水准，抑扬顿挫、感
染力强。”曾经旁听过王向明授课
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孙蚌珠评价道。

然而，没有人能想到，出生、
成长在云南的王向明，是操着一口

“云南普通话”走上讲台的。从小
就要求“事事做到最好”的王向明
找来录音机，将自己上的每一堂课
都录下来，课后一句一句地听，一
字一字地纠正。不仅如此，他还找
机会接受了专业培训，让自己的表
达更加清晰、有感染力。

现在，即使已经获得了学生和

同行的高度认可，王向明却从来不
敢说自己“教得很好了”。

“教学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
业。学生从‘60 后’变成了‘90
后’，教学方法也必须不断更新。”
为了保持与学生们在“同一频道”
对话，在繁重的教学、备课任务之
余 ， 他 “ 心 里 随 时 绷 着 一 根 弦
儿”，注意从生活中寻找教学素材。

于是，在王向明的课堂上，同
学们可以听到用唯物史观分析 《人
民的名义》 剧情走向，“舌尖体”
的举例论证，还可以参加“毛泽东
诗词朗诵和演唱会”。“无论是什么
元素，只要对教学有益，我就把它
加入课堂中。”王向明说。

照亮学生成才之路的灯塔

“思政课应对青年学子发挥什
么作用？”

近些年来，王向明常常被问到
这个问题。对此，他坚定地回答：

“往小了说，思政课所教的内容，
可以成为引领学生成长的人生智
慧；往大了说，思政课则能从根本
上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思政课不但要讲得好听，更
要让同学入心入脑。”

为了这个目标，王向明秉持着
“以真心真情真意传播马克思主义
真理”的信念，在思政课的讲台上
一站三十余年。除了课堂教学，他
还长期担任校党校教师，每年平均
为本校及各高校学生上党课 30 余
场，受众达上万人。

他像一座闪耀着希望之光的灯
塔，照亮了无数学子的成才之路。
在他和中国人民大学一批优秀的思
政课教师带动下，思政课不再是枯
燥乏味的代名词，阅读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认真做读书笔记在人大
学生中蔚然成风，一批优秀论文和
学术成果应运而生。

“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王老
师不仅传授知识，更传递价值。”
一名同学在听课后深有感触地说：

“王老师的授课，让我们真切地看
到了前辈们雄关漫道的万里征程，
苦难辉煌的历史画卷，感受到共产
党的伟大和中国人民的豪迈，让我
们有了拼搏奋斗的动力。”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王向明 以真心真情真意传播真理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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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

据新华社天津 4 月 26 日
电 （记者 毛振华） 始建于
1928 年的南开小学，是南开
系列学校完整办学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自 1937 年被日军
轰炸后一直没有复校。时隔
80 年后，南开小学择址中新
天津生态城已开始筹建，将于
今年9月正式开学。

此前，天津滨海新区教育
体育委员会与天津市南开中学
合作，在中新天津生态城创办
了南开中学滨海生态城学校。

据天津生态城南开小学筹
备组组长杨丽介绍，正在筹建
中的天津生态城南开小学隶属
于南开中学滨海生态城学校，
是六年制义务教育公办小学。

南开小学时隔
八十年将复校

本 报 北 京 4 月 26 日 讯
（记者 施剑松）“北京十二中
钱学森学校”今天揭牌，这是
目前全国唯一一所以中国航天
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先生名字
命名的中学。

北京十二中钱学森学校是
在北京十二中“钱学森航天实
验班”的基础上创办的。北京十
二中教育集团校长李有毅介
绍，学校将发挥北京十二中的
教育品牌和师资优势，致力打
造“精高博特”的航天科技教育
特色，构建拔尖创新人才一体
化培养的绿色通道。

据介绍，北京十二中钱学森
学校2017年将首次面向全市招
收初、高中新生。在普通课程之
外，学校将开设由航天概论、钱
学森传、创客空间、小卫星研制、
太空模拟训练、卫星发射实地体
验等组成的科技课程，以及由

“音舞诗画”等组成的人文课程。

北京十二中钱学森
学校今年起招生

上海

本 报 上 海 4 月 26 日 讯
（记者 董少校） 记者今天从
上海市中小学创新实验室建设
工作现场推进会获悉，上海已
在 656 所中小学建设了 1141
个创新实验室，覆盖 41%的
小学、55%的初中和 83%的
高中，到 2020 年将实现创新
实验室中小学校全覆盖。

上海编制 《中小学创新实
验室建设指南》，对创新实验
室课程建设、环境要求、教学
管理等提出规范要求，明确数

学、物理、工程技术、艺术等十
大类 47 门课程主要仪器设备的
配置目录，同时研发创新实验室
建设与运行评估指标体系，编制
配套的评估实施办法，提高创新
实验室的运行和使用效益。

未来上海市教委将以实施
“城乡一体化”工程为契机，继续
推进学校创新实验室建设。在做
好“建”“配”的同时，将工作重心
向“管理”和“使用”倾斜，加强课
程资源开发，加强师资培训，提高
创新实验室的使用率和覆盖面。

创新实验室2020年全覆盖

本报北京 4 月 26 日讯 （记
者 万玉凤） 今天，教育部与
腾讯公司签署教育合作备忘
录，双方未来 3 年将在“新工
科”人才培养、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和校园信息化建设等方面
开展合作。

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出席
签约仪式并介绍了教育部在推
进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方面的工
作部署。面向国家发展的新形
势、新要求，教育部将深入推
进系列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
划，推广实施产学合作协同育
人项目，积极构建高校与实务
部门、行业企业协同育人的新
机制，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推动更多优质社会资源转
化为育人资源。此次，教育部

和腾讯之间的合作，是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机制的积极探索和
实践，将为其他企业参与教育
合作提供示范。

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
生表示，腾讯公司将继续借助
其系统的行业见解、深厚的技
术基础、强大的云服务能力、
丰富的在线教育平台等优势资
源，积极探索和实践产学合作
协同育人机制，支持高校开展
创新创业教育，推动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为教育行业赋能。

根据此次签署的备忘录，
双方合作的范围将主要涉及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云计算和网
络空间安全等领域核心人才培
养、基础研究拔尖人才培养、
高校信息化建设等4个领域。

产学合作协同培育
“新工科”人才

教育部与腾讯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

重庆

本报讯 （记者 胡航宇）
为解决学前教育男教师稀缺问
题，日前，重庆启动公费男幼
师培养工作。今年计划招收应
届初中毕业生 77 人补充男幼
师师资，由重庆文化艺术职业
学院承担培养工作，培养学制
为5年。

记者了解到，被录取的考
生入学前，要凭录取通知书与
有培养计划的区县教育局、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培养
院校签订 《重庆市公费男幼师

培养协议书》。根据政策，公费
男幼师在校学习期间的学费、住
宿费全免，并补助生活费，所需
经费由重庆市财政承担。一至三
年级，执行中等职业教育相应资
助政策和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
准；四至五年级，执行高职专科
教育生均拨款标准和收费政策。

按照协议，公费男幼师毕业
后，通过公开择优考核招聘到签
订协议区县 （自治县） 政府开办
的幼儿园工作，最低任教服务期
限为6年。

启动公费男幼师培养工作

／部／委／新／闻／ ■

“请把我头顶的灯光调暗一
点，把同学们那里的光调亮点。”
4 月 25 日，中国首位三度问鼎苍
穹的航天员景海鹏，在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的讲座刚一开始提了
个小要求。他进而解释，讲座的
主题是“做最好的自己，让祖国
挑选”，“主角应该是同学们”。

景海鹏抛开了传统的讲座方
式，而是让在座的大学生结合梦
想的话题来提问。“你是不是从小

就有了航天员的梦想？”首先发问
的 一 个 女 生 问 道 。 景 海 鹏 笑 着
说，其实自己小时候连当飞行员
的梦想都没有。1985 年的某一
天，读高中的景海鹏经过学校的
报栏，一张报纸上的照片吸引了
他的目光——一名飞行员站在一
架战斗机旁边，穿着皮夹克，戴
着头盔，腰里别着手枪，神气极
了！飞行员的名字叫“张海鹏”，

“都叫海鹏，为什么我就不能当个

飞行员？”就这样，被一张照片唤
醒的梦想种子由此发芽。

“你怎么面对追逐梦想过程中
的挫折？”一名学生问道。

景海鹏说，自己虽然是首批
航天员，但是 2005 年神舟六号发
射，他只是进入候选梯队。差距到
底在什么地方？是技术、身体还是
心理？景海鹏到处向人请教，有的
放矢地缩短差距。神舟七号发射
前，景海鹏提前两年准备，“我房间

一般不让人进，地板上铺的全是
书，到了最后任务准备的时候，我
都能记住了，让所有的专家、科技
人员‘问不倒’”。

“希望你们以后也能上天体会
地球之美。”景海鹏的话让在座的
大学生大笑，他笑着解释说：“我
不是开玩笑，以后也会载专家上
天，希望同学们有这个机会，也
希望你们听见时代的召唤，坚守
自己的梦想！”

航天员景海鹏对话大学生

“做最好的自己，让祖国挑选”
本报记者 赵秀红

“梦想的力量往往超乎你的想
象，只要你愿意，梦想就会为你加
油。”近日，神舟十一号航天员陈冬
回到家乡河南洛阳，来到洛阳市第
一高级中学及自己的母校洛阳市
景华实验小学、洛阳市第二十二中
学，和母校师生进行互动交流。

“哇，好帅！”当身着蓝色宇
航服的陈冬面带微笑步入洛阳一
高报告厅时，雷鸣般的掌声立即

响起。在这里，陈冬作了以 《梦
想的力量》 为主题的报告，分享
了自己的童年趣事、学习的方法
经验和人生感悟，讲述了自己的
从军经历、航天员训练和执行神
舟十一号飞行任务等往事，用自
己 的 亲 身 经 历 把 对 国 家 的 使 命
感、责任感和自强不息、追求卓
越的精神传递给现场的学生，帮
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
在洛阳二十二中，陈冬给全

体师生做了励志报告，见证了该
校高三学生高考宣誓，与现场学
生进行互动交流并赠送了自己在
太空拍摄的照片，向他当年的老
师一一敬献鲜花。“陈冬是我心中
的英雄，能与他面对面交流，我
很激动。他的报告使我加深了对
祖国航天事业的认识，我希望自

己有一天也可以像陈冬一样，飞
上太空，探索宇宙的奥秘！”该校
高一学生马治坤说。

洛 阳 二 十 二 中 校 长 邱 政 民
说：“陈冬的精彩讲述，激励了在
校学生，为他们的梦想打开了更
浩瀚的天空。我们会发扬学校的
优良传统，不断创新教学理念，
为学生们实现梦想搭建更广阔的
舞台。”

航天员陈冬与家乡师生交流

“只要你愿意，梦想就会为你加油”
本报记者 李见新 特约通讯员 张运昌

本报讯 （记者 余闯） 近
日，马云公益基金会“马云乡
村校长计划”终评举行，被提
名的 40 位乡村校长角逐 20 个
获奖名额。获奖名单将于 7 月
在杭州举行的“新乡村校长论
坛”上公布。

“马云乡村校长计划”是
马云公益基金会旨在提升我国
乡村教育的一个重点项目，预
计 10 年投入约两亿元资金。
基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基金
会将以创新形式探索我国乡村
教育模式，培养新一代具有优
秀领导力的乡村教育家，以思
想变革促进乡村学校发展。获
奖校长每人将获得 50 万元支
持，其中，10 万元用于帮助
改善个人生活，10 万元用于
领导力提升，30 万元作为实
践基金用于获奖校长所在学
校，帮助他们开拓教育模式。

“马云乡村校长计划”
资助20名乡村校长

4月26日，北京市商业学校珠宝玉石加工与营销专业学生喻静 （右） 展示自己的手工
铜板“剪纸”作品。当日，该校举办集比赛、体验、展示、实战于一体的技能文化节，促
进不同专业学生相互了解。 本报记者 鲍效农 摄

小工匠展才艺

安徽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方梦
宇） 近日，安徽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公布了该省 2017 年高考
招生工作方案。自今年起，安
徽高考招生将合并普通文理科
本科二批、本科三批。

安徽高考文理科录取分本
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提前批、
本科第一批、本科第二批、高职
(专科)批 5 个批次。根据新方

案，取消三本批次后，二本可填报
10 个院校志愿。本科第一批和
高职(专科)批的“平行志愿”均
包含6所院校。

此外，今年安徽高考加分政
策新增“优先录取”项，经共青
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
系统认定，获得 5A 级青年志愿
者的，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
将被优先录取。

青年志愿者高考可优先录取

临近毕业，北京林业大学为方便学生打印文稿，在学生 10
号楼、11 号楼公寓装上了自助打印机。学生们随时可以打印论
文和作业，价格也比附近打印店便宜。 李香云 摄

公寓有了自助打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