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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记海归战略科学家、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
新华社记者 吴晶 陈聪 周立权 张建
题记：“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现，随
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
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
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
——摘自 1988 年，黄大年的入党志愿书
2017 年 1 月 8 日，科学的星
空中，一颗璀璨的明星悄然陨
落。
中国长春，吉林大学，地质
宫。同事们再也寻不到那熟悉的
急火火的身影，学生们再也听不
到那和风细雨的教诲，值夜的老
大爷再也看不到 507 室窗下那盏
长明灯……
7 年前的那个冬日，他顶着
纷飞的雪花，从英国归来，大步
流星走进这里的时候，震动海
外。有外国媒体报道说：“他的
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
个舰队后退 100 海里。”
7 年中，在这座科学的宫殿
里，他就像一枚超速运动的转
子，围绕着科技兴国这根主轴，
将一个又一个高端科技项目推向
世界最前沿，直至 58 岁的节点
上戛然而止。
他就是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
黄大年。
斯人已逝，追思犹存——
我们来到地质宫前。红柱白
栏，石狮华表，诉说着共和国一
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66 年前，新中国第一所地
质学校——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在
此诞生，突破层层阻力刚从英国
回国不久的李四光担任第一任校
长。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李四
光是怀着切肤之痛回国的；如
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

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黄大年
选择回国并为此而献身，又是为
了什么？是冥冥中一种历史的轮
回？还是中华民族魂魄中绵延不
息的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
在无限思念与崇敬中，我们
走进他短暂却精彩的人生。

“科研疯子”
“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
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
这其中能有我，
余愿足矣！”
吉林大学地质宫，507 室。
照片上，黄大年儒雅慈和，
嘴角微微上扬，金丝眼镜后闪烁
着执着的目光——看得出这是一
个心里藏着一团火的人。
“跟我们谈谈黄老师吧。
”我
们一开口，黄大年生前的秘书王
郁涵眼圈立刻红了。
这些日子里，王郁涵有些恍
惚。
“我又梦见黄老师乐呵呵地
从办公室出来，拍了下我的肩
膀，又去忙了……”
黄老师似乎没有离开，上次
随老师在北京开会的场景仿佛就
在昨天：
窗帘拉上，空调打开，偌大
的会场，喧嚣渐渐平复。
投影幕布前，黄大年正如醉
如痴地为在场的专家演示其“深
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

新华社发

2011 年 4 月 10 日，黄大年在为吉林大学的学生们授课。

验”项目的 PPT。靠 近 他 的 人 开随身带的黑书包，
拿出速效救心丸 面 对‘ 知 音 ’常 有 相 见 恨 晚 的 遗
嗅到他身上一丝丝冰片的清凉味 的小瓶子往手里一倒，
一仰头扔在嘴 憾，发展的是与众不同的情……”
道——黄教授吃了速效救心丸。 里使劲嚼着，
走进会场……
在他心里，科学是他梦中的
2016 年 6 月底，在赴京参
“项目成果已处在国际领先水 “情人”
。
加这个会的前一天，黄大年突然 平。
”黄大年和他的团队欣喜不已。
科技部有关负责人对此印象深
晕倒在办公室。
可谁又能想到，他的生命已进 刻：“当时我们有一项地球勘探项
“不许跟别人说。
”这是黄大 入倒计时。
目，想在‘十二五’时期取得突
年醒来后对秘书说的第一句话。
想起这件事，王郁涵恨自己： 破，缺一个领军人物。正在着急，
王郁涵黑着眼圈，瞥了一眼老师 “早知如此，说什么都要劝阻他。
” 有人推荐了刚回国不久的黄大年。
”
带领他们熬了三个晚上整出来的
可谁又能劝阻得了呢？
“我去长春找了他，第二次见
小山一样的材料，没敢吭气儿。
翻 看 他 生 前 的 微 信 朋 友 圈 ， 才敢开口求他。因为这个上亿元
准备项目验收会的时间很紧， 2016 年 2 月 14 日情人节，他有这 的项目黄大年分不到一分钱……”
黄大年作为项目负责人，
连着熬了 样一段内心独白：
“没问题。
”黄大年如此痛快的
三个晚上，查遗补漏。直至开会
“……真正从事科学的人，
往往 回答让对方愣住了……
前，
胸口仍很憋闷。他习惯性地打 看重与事业发展攸关的情谊群体，
（下转第四版）

打赢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的攻坚战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艾四林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
高 校 思 想 政 治工 作会 议 精
神，打一场提高高校思政课
质量和水平的攻坚战，切实
增强大学生对思政课的获得
感，
经教育部党组研究，
决定
将 2017 年定为“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
通过
大调研、
大提升、
大格局等专
项工作，推进思政课在改进
中加强，在创新中提高。目
前，教指委和全国高职高专

院校思政课建设联盟 200 多名
专家正陆续下到 2000 多所普
通高校，深入思政课课堂听课
指导。教育部社科司与本报共
同开设“思政课教学质量年笔
谈”和“高校思政课听课记”
栏目，将持续全面报道专家听
课指导工作的进展和情况，积
极宣传各地各高校在思政课建
设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好
案例，积极宣传思想政治素质
过硬、
教学效果突出、
深受学生
欢迎的思政课教师典型。今天
先开设“思政课教学质量年笔
谈”
栏目，
敬请关注。

思政课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的主渠道。思政课办得怎样，主
渠道作用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
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近
期，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同志多次
赴高校调研，对思政课建设作出
一系列工作部署和要求。特别是
在清华大学，教育部党组与清华
大学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联
合学习时，提出了思路攻坚、师
资攻坚、教材攻坚、教法攻坚、
机制攻坚等“五个攻坚”的总要
求。推动思政课在改进中加
强、在创新中提高，就要对标
陈宝生部长提出的思政课建设
的目标和任务，聚焦短板，打
一场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的

攻坚战，切实增强大学生对思政
课的获得感。
首先，聚焦目标和任务,实
施思路攻坚。要立足于培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
接班人、为学生一生成长提供科
学的思想基础，从思政课建设的
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出发，谋大
篇布新局。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
导向的统一、重点突破与整体推
进的统一、普遍要求与分类指导
的统一。继承和发扬思政课传统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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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范大学诚聘教师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
东北师范大学坐落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是国家教
育部门直属高校、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现
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教师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
教师教育研究院为东北师范大学开展教师教育的实
体性办学机构和学科领域建设责任单位，统筹负责学科
规划与建设，承担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团队建设等职
责。
一、招聘条件
1．具有大学教授或相应职称、教师教育相关专业
背景、同行公认的学术水平与学术声誉。2．一般应未
满 55 周岁；校外高水平学者可适当放宽。3．聘期内能
全职到岗。
二、岗位职责
1．瞄准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制定发展规划；打造高
水平学科团队；组织重大研究项目。2．指导开展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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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模式改革研究和试验，培养国内一流基础教育师
资。3．开展高水平国际合作交流，创办专业期刊。
三、聘期及待遇
聘期五年。符合高层次人才水平者，待遇从优，具
体面议。
四、报名时间、方式
6 月 15 日前填写寄送 《教师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报
名表》（可在学校网站“通知公告”栏下载），并提供支
撑材料；双方有意向者将现场面试。
五、联系方式
单
位：东北师范大学人事处人才工作办公室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 5268 号
学校网址：www.nenu.edu.cn
联 系 人：杨亮玉
0431-85099718
邮
箱：rcb＠nenu.edu.cn

●校对：王维

优势，不断加深对思政课教育教
学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创新思政
课建设的理念，提高思政课建设
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
其次，紧扣重点环节,实施师
资攻坚、教材攻坚、教法攻坚。
要采取有效措施，让教师真正回
归 课 堂 、 敬 畏 讲 台 、 珍 惜 讲 台、
热爱讲台，用足用好课堂。切实
增强教师自信，让信仰坚定、学
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的教师来
讲思政课。（下转第三版）

刘云山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生命，为祖国澎湃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努力谱写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新篇章

新 华 社 北 京 5 月 17 日 电
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一
周年之际，中宣部在京召开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
会暨 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评审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
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
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 40 周年
的重要指示，贯彻党中央关于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
决策部署，强化责任担当、坚定
文化自信、提升原创能力，努力
谱写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新篇
章。
座谈会上，5 位同志先后发
言，大家认为在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鼓舞下，哲学社会科
学战线牢记责任、积极行动，推
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呈现新气
象；表示要抓住难得机遇、巩固
良好态势，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作为中心任务，更好担
负起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
献策的光荣使命。
刘云山指出，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的灵魂所在、优势所在。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深入研究阐释系
列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
涵和科学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把正
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研究导
向体现到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各
领域。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化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深化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成果研究，加强对重
大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提高对
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的辨析引导
水平。
刘云山说，提升原创能力是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
要着力点。要立足当代中国实
际，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用中国实践丰富中国理论，在守
正出新、博采众长中推进理论创
新和学术创新，做中国学术的创
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要坚
持问题导向，深入研究改革发展
稳定和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
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解决
各学科专业重点难点问题。要加
强统筹规划，发挥评价标准导向
作用、重点工程项目带动作用，
加快形成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
植根中国的学术体系、融通中外
的话语体系，为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提供有力支撑。
刘云山强调，各级党委要切
实履行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
导责任，一手抓繁荣发展、一手

抓引导管理，加强社科研究单位党
的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加大政策保障和支持力
度，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营造
良好环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
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弘扬良
好学术道德，潜心钻研、勇攀高
峰，推出更多标注时代的精品力
作。
刘奇葆主持会议，刘延东出席
会议。

【新闻·要闻】

成都为何对民办教育机构重拳出击？
➡ 详见第三版

【理论周刊·教育科学】

思政课教学质量年笔谈

丝路精神润泽教育对外开放

教育部社科司 中国教育报 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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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否定素质教育的论调抬头
钟焦平
一位基层教育局长力挺应
试教育的讲话最近在网上流传
甚广。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
个别教育官员，媒体上也出现
了公开鼓吹应试教育，质疑素
质教育和“减负”的声音，这
种情况是近年来不多见的。
个别基层教育官员和媒体
论证应试教育的所谓现实合理
性，认为应试教育是当今公平
的人才选拔方式，具有“政治
正确性”，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教
育舆论动向。离 2020 年我国基
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已经

为时不多，在这个时候，公开
质疑素质教育的改革方向，鼓
吹“应试教育有理”，这种言论
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令人担
忧。毫无疑问，果真如某些人和
媒体所鼓吹的那样，公开否定了
素质教育 ，大张旗鼓搞应试教
育，那么应试教育势必走向极端
化，
改革的动力将被移除。
公开鼓吹应试教育，漠视
了大多数人对素质教育的期
盼。不必讳言，素质教育改革
虽然进行了多年，但应试教育
仍然有自己的市场。即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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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哪怕是那些应试教育倾向
比较严重的地方和学校，也没
有多少人敢公开否定素质教育
改革，有人以“素质教育轰轰
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来
描述这种现状。其实换个角度
看，教育实践中的这种矛盾现
象，至少包含着多数教育工作
者对过度应试教育的某种反思
和警惕，也包含着对素质教育
改革的某种敬畏，这种表面的
尴尬之下，深深埋藏着的，其
实是对素质教育改革的期盼。
公开鼓吹应试教育，更是

对正在 推 进 的 教 育 改 革 视 而 不
见。前不久，衡水一中在浙江平
湖办分校引发讨论，教育部基础
教 育 司 负 责 人 表 示 ，“ 教 育 部 将
坚定不移地推进素质教育”，通过
招生制度改革，“引导广大高中学
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实施
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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