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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进行时

本报北京 11 月 10 日讯 （记
者 柴葳）“在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国家对高等
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
的 渴 求 比 任 何 时 候 都 更 加 强
烈。”党的十九大代表、北京大
学党委书记郝平语气坚定。

今天上午，北京大学举行十
九大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北京大学学术大咖解读十九大精
神理论研讨会，13 位学术大咖
中，有年高德劭的前辈耆宿，也
有年富力强的学术中坚，他们以
敏锐的学术洞察和深切的思想关
怀畅谈自己对十九大精神的思考
和畅想。

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资
深教授厉以宁关注到十九大报告
对“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方向”的强调，他认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符合当前中国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的要求。从新发展理念
的角度来分析，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任务尚未完成，还有许
多工作需要去做。从经济的高速
增长到中高速增长这个新常态，
要警惕改革中经常出现“路径依
赖”或“制度惯性”。

哲学系教授、艺术学院名誉
院长叶朗对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
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有着深深的认同。
“我们在建设‘双一流’大学的
进程中，要更加自觉地把弘扬中
国精神、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作为
我们重要的历史使命。”叶朗说。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进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判
断，这是基于改革开放近 40 年
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进
步，以及近几年来我国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
设的明显进展而作出的。”社会
学系教授王思斌认为，“美好生
活需要”是开放的和更具发展性
的，“不平衡不充分”是现实
的。从近几年来脱贫攻坚、全面
小康建设的实践来看，贫困地

区、贫困人口、弱势群体的生活
状况及其改变应该是不平衡发展
的最重要表现。

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浦劬则
认为，党的十九大确立的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我国政治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
空间，其中蕴含的“人民性”政
治思维，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性。

“学习十九大报告，我感到贯穿
始终的‘人民性’政治思维，是
我们进行政治学研究和推进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广泛、真
实、管用的人民民主必须遵循的
政治逻辑，也是我们北京大学建
设世界一流政治学科的根本遵
循。”王浦劬说。

北大“学术大咖”解读十九大精神

本 报 讯 （记 者 董 少 校）
“同志们，八年抗战开始了！”一
段带着荒诞色彩的“抗日神剧”
真人演出，勾起了观众对于如何
发展文艺的浓厚兴趣。上海戏剧
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会的学生们，分析
了当今部分影视剧低俗、庸俗、
媚俗的原因，引出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论
述，丝丝入扣、引人入胜。

11 月 9 日，“我与党的十九
大”上海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习大比武活动举行，来自
11 所高校的学生理论社团登台
展示，采用短戏剧、情景模拟、

微课堂宣讲等形式，宣讲党的十
九大报告精神，畅谈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心得体会。

“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访
华之际，人们看到他的外孙女演
唱 《我们的田野》 的视频。这是
一首体现我们文化特色的优美歌
曲，热爱中华文化的人们会自豪
地说，这部优秀的文艺作品来自
中国！”上海戏剧学院学生的演
讲，巧妙引入时政热点，赢得了
热烈掌声。

上海大学泮池学社 5 名师生
模拟了“复兴号”高铁飞速前进
的场景。在“列车长”的引导

下，“农民”叙说精准扶贫成
果，“科学家”讲述中国科技成
就，“退伍士兵”为国防军事实
力感到自豪。当“复兴号”到达
终点时，他们成为现实中的大学
生，在西部支教、科技竞赛、参
军入伍等方面表现踊跃。

“在准备节目期间，我再次
接受了十九大报告的精神洗礼，
大家在讨论中碰撞出火花，用畅
想加现实的方式诠释新时代理
论。”上海大学会计专业大三学
生孔令达说，“看了同学们的表
演我更加感受到，理论学习原来
可以这样生动有趣！”

截至今年11月，上海共有20

所高校 56 个大学生马克思主义
理论社团开展了71个品牌项目，
活动参与学生人数近 2 万人。有
12所高校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近成立了理
论社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在沪上高校蔚然成风。

活动现场，大学生代表向上
海高校青年学生发出“不忘初心
跟党走，青春建功新时代”倡
议，号召全市大学生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掀起学习热潮，牢记使
命、勇于担当，切实承担大学生
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上海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大比武

本报北京 11 月 10 日讯 （记
者 王家源） 今天下午，第二届
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
全国总决赛团队赛决赛在中央电
视台举行。经过前期角逐，来自
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山东
省、重庆市、海南省的 6 支代表
队参赛。活动由教育部全国普法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教育部全
国青少年普法网承办。

“学宪法讲宪法”活动是教
育系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生动体现，旨在引导广大青少
年学生增强宪法意识，真诚信仰
宪法，自觉尊重和维护宪法权

威，成长为具备社会主义法治观
念和法律素养的高素质人才。

活动自 6 月启动以来，得到
全国各地师生的积极响应，各地
不断创新宪法教育的内容与形
式，在全国青少年学生中掀起了
学宪法讲宪法热潮。在教育部全
国青少年普法网上，参与学生达
3100 万人次，该活动成为学校
师生关注度最高、参与面最广、
影响力最大的学生活动之一。

据介绍，此次决赛将作为我
国第 4 个国家宪法日的献礼，于
12 月 4 日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
法频道播出。

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
总决赛团队赛决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冯丽 通讯
员 袁广斌） 近日，延安大学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教育实践基地在陕西省延川县
梁家河村揭牌。

今年 9 月 19 日，在延安大
学建校 8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
书记对延安大学作出重要批示，
要求延安大学“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弘扬延安精神，勇于改革
创新，把这所具有光荣历史的大
学办得更有特色、更有水平。”

据悉，设立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实践基
地，是延安大学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加快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批示精神的重大举措。
延安大学将充分发挥基地教育
青年、引领青年成长的作用，
坚持不懈深化“初心”教育，发
挥优势、多出成果，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师生头脑，努力推进高水平大学
建设。

延安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实践基地揭牌

“我觉得，十九大精神就是
一份最珍贵的礼物，把这份礼物
带给家乡的父老乡亲最有价值。”
十九大代表、新疆阿合奇县第三
幼儿园园长古丽孜娜提·吐坎
说。

作为教师，古丽孜娜提·吐
坎的宣讲有独特优势。“有的要
用故事讲，有的要结合身边实
际，还要用通俗的话来讲，只有
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去宣讲，十
九大精神才能真正在老百姓中传
播好。”她说。

结合参加十九大的所见所闻
和家乡变化，古丽孜娜提·吐坎
不说空话套话，说老百姓能听懂
的话。在阿合奇县苏木塔什乡宣
讲时，全乡有 70 余名干部职工
参加。“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
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
心、赢得时代⋯⋯”古丽孜娜
提·吐坎用激昂的声音，向大家
传达十九大报告的知识点及自己
的参会感受。

“在听了古丽孜娜提·吐坎
党代表的宣讲后，我更加感谢中
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时时刻刻牢记
着我们、牵挂着我们，我为我是
一名中国人感到骄傲。”当地干
部卢文思说。

连日来，古丽孜娜提·吐坎
忙得脚不沾地，课堂、机关、田
间地头，四处宣讲十九大精神的
她没喊一声累，她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仍然在路上。

古丽孜娜提·吐坎：

党代表带给乡亲
“最珍贵礼物”

本报记者 蒋夫尔

（上接第一版）
无论是此前国务院办公厅下

发的两个 《意见》，还是教育部
刚发布的 《办法》，都充分考虑
了教育公平问题。两个 《意见》
分别要求“到 2020 年体育课时
和锻炼时间要切实保证”，“到
2018 年各级各类学校要开齐开
足美育课程”，考虑到教育不均
衡的现状，配齐体育美育师资的
难点无疑在农村及偏远学校。因
此，《办法》 鼓励体育美育专职
教师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下，
以“走教”方式到农村及其他师
资紧缺的学校担任兼职教师，对
于坚持在农村及偏远学校任教的

兼职教师，要按照精神奖励与物
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给予奖励
表彰等。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政策
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落实走样
等问题，主要是“最后一公里”问
题。《学校体育美育兼职教师管理
办法》解决的就是整合社会资源、
助力学校体育美育工作“最后一
公里”的问题。教育事业改革发
展的过程，也是不断解决问题的
过程，只有以问题为导向，从实际
出发，才能把政策措施细化量化，
才能拿出精准的配套举措，推动
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给人
民更多的教育获得感。

助力学校体育美育的务实举措

电商专业师生
备战“双十一”

这几天，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商学院的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基地灯火
通明，各个实训室内，学生们目不转睛
盯着电脑屏幕，不停地操作鼠标和键
盘。随着“双十一”购物节临近，该校
电商专业师生进入“备战”状态，将配
合企业打好购物节“大会战”。据了
解，该校借助校企合作平台，将实战演
练贯穿到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的全阶段。
校内电商实训基地完全按照企业真实环
境设计。“双十一”期间，电商相关专
业学生将在这里学习线上零售的各个环
节，提高实践技能。

王国海 摄 本报记者 史望颖 文

本报北京 11 月 10 日讯 （记
者 欧媚） 11 月 9 日，中国著名
幼儿教育家、新中国学前教育学
科的重要奠基人卢乐山在北京去
世。她的遗嘱也随之公开：丧事
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
别仪式，遗体捐献给医疗机构。

作为卢乐山立下遗嘱的见证
人，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
所教授刘焱早就知道卢乐山对后
事的安排。虽然已有心理准备，
但听到卢乐山去世的消息，出差
在外的她还是热泪盈眶。

“我感到非常难过与遗憾，无法
赶回来送先生最后一程。”刘焱说，

“我们以后再也无法亲耳聆听先生
的教诲，目睹先生慈爱的面容了。”

这位享誉学界、业界的百岁
老人，一生成就卓越，却长期保
持谦逊，让后人尤其追忆。

为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捐
款 10 万元，她不让人知道；领导
亲自上门为她送上证书表示感
谢，她百般拒绝；无奈收下后，
她把证书压在柜子里。

而屋里最显眼的地方，摆着

学生为她制作的贺卡，上面印着
她从童年到百岁的照片合集，跨
越百年。

“卢先生一生不愿给别人添麻
烦。”卢乐山口述史的整理者罗容
海说。

当罗容海第一次找卢乐山做
口述史的时候，卢乐山拿出了一
沓用铅笔工工整整写好的 8 万字
手稿，“我怕你们麻烦，我自己写
好了”。

即使在病中虚弱得连眼睛都
睁不开的情况下，卢乐山对于来
看望她的人，还是要说“你们那
么忙，还来，真是麻烦你们了”。

卢乐山不愿意麻烦别人，但
是对学术、学生、朋友的事却不
怕麻烦、用情至深。

教育部公开征求 《3—6 岁儿
童学习和发展指南》 意见时，95
岁高龄的她亲自从教育部网站下
载文件，逐字逐句认真推敲。那
时，她不怕麻烦。

当得知罗容海要穿过北京城
去上班时，90 多岁高龄的老先生
多方联系，为他在北师大里找了

一个落脚之处。那时，她也不怕
麻烦。

“文革”时，全系只有卢乐山
家有一个小电视，十几平方米的
小房子最多时挤了几十个老师学
生，床板都快塌了。那时，卢乐
山还是不怕麻烦、热情招待。

老人喜欢花。去北师大幼儿
园看看孩子看看花，是卢乐山晚
年的保留活动。北师大电子楼前
的几株玉兰开得最早，她每年都
要去看。

罗 容 海 为 她 做 口 述 史 的 时
候，就推着她一边赏花一边聊
天。那些珍贵的历史记忆从一个
百岁老人口中缓缓吐出，串起了
中国近现代学前教育的百年历史。

卢 乐 山 出 生 于 一 个 教 育 世
家，祖父创办的木斋系列学校至
今犹存，外祖父创办的南开系列
学校闻名遐迩。她的母亲、姑
母、表姐都曾学习幼儿教育并从
事幼儿工作。在浓烈的“教育救
国”家庭氛围影响下，卢乐山也
走上了幼儿教育的路，并成了一
名终身幼儿教育工作者。

“学前教育不是婆婆妈妈的
事，而是一门专门的学科，是一
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卢乐山在很
多场合强调学前教育的专业性，
也身体力行推动学前教育理论和
实践的结合。

她主持新中国第一部 《幼儿
园教育工作指南》，引进西方蒙台
梭利幼儿教育思想，挖掘整理中
国传统幼儿教育思想，主编 《学
前教育原理》 ⋯⋯这些成果构成
了中国学前教育学术史上的一个
个重要节点。

时光倒流回今年 6 月 10 日，
在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成
立 65 周年暨卢乐山先生百岁华诞
庆典上，卢乐山说：“我要活到老
学到老，不学到老，就没有资格
活到老。”

这个百岁老人，学会了用平
板电脑发微信、收邮件、看新
闻，在电脑上玩“蜘蛛纸牌”游
戏也是她的爱好。

她桌边放着一个能随时拿到
的小红本子，上面记录着如何收发
邮件、如何调整字体大小，这些都

是年轻人来看望的时候她要求写
下的，这样就不用次次麻烦别人。

“95 岁时他们给我祝寿说我
要活到 100 岁，我现在真的活到
100 岁了，很知足啦！”那天，她
很高兴。

罗容海至今保留着一本 2013
年的过期台历。台历上，密密麻
麻标记了许多日期。那是很多人
的生日，阴历的阳历的，甚至还
有结婚纪念日。

笔迹出自卢乐山之手。她向
来把朋友和学生的事挂在心头。
每到这些日子，大家总会接到卢
乐山的问候电话。

但是，以后人们再也接不到
她的电话了。

著名幼儿教育家、中国学前教育学科奠基人卢乐山逝世

那个最爱孩子的老人去了

卢乐山

本报北京 11 月 10 日讯 （见
习记者 黄鹏举） 今天上午，学
银在线开通暨学分银行建设研讨
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基于学分
银行理念开发的新一代开放学习
平台“学银在线”正式开通，标
志着学分银行进入以慕课为核心
应用模式的快速发展新阶段。

据国家开放大学相关负责人
介绍，“学银在线”是慕课、学
分银行、“教育淘宝”与一体化
学习环境的结合体，不仅提供
海量的高质量在线课程共享资
源，还能为学习者建立终身学
习成果档案，对其学习成果按
照统一的学习成果框架及标准

进行认证、积累与转换，大大提
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和效用，从
而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力和终身
学习的积极性。

据了解，2012 年以来，国
家开放大学按照教育部的部署，
承 担 多 项 重 大 课 题 与 试 点 工
作，设计了具有中国特色、国
家层面的学分银行制度模式和技
术路径。目前，全国已建立了覆
盖31个省份以及20个行业的70
个学习成果认证分中心，为近
480 万学习者建立了学分银行账
户，应用模式逐步丰富，搭建终
身学习“立交桥”的成效已初步
显现。

国家开放大学开通
“学银在线”开放学习平台

（上接第一版） 扶贫队了解情况
后，不仅把他接到了县城上学，
还为他筹集易地搬迁购房款。

“通过一次次帮扶，小涛现在更
阳光了，这得益于临时支部的攻
坚。”汪祚凡说。

如今，江华县没有一名建档
立卡户子女失学。“扶贫过程
中，学校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凸显，党员的先进性、攻坚力量
进一步增加，真正促进了教育脱
贫攻坚。”唐孝任说。

江华教育扶贫的主战场在水
口、大圩、大锡等高寒山区。近
3 年，当地投入 3.21 亿元，新建
水口镇中心小学、大圩镇第二小
学等 7 所易地搬迁学校，新增学
位 4000 多个，解决了水口、大
圩等 1.3 万多名涔天河水库扩建
工程和高寒山区易地搬迁移民子
女的入学问题，实现了移民“搬
得出、稳得住”的目标。

江华思源实验学校是一所招
收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移民和高
寒山区易地搬迁移民子女就读的
九年制学校，学生大多是来自大

山的留守儿童。因长期生活在大
山中，这些孩子内向、缺乏自
信。该校结合“自信教育”创办
音乐、美术、体育、书法、科技
创新、瑶族特色文化社团，还在
心理、学业等方面进行帮扶，打
造学生成长的乐园。同时，学校
派出党员教师联系班级和学生，
对学生进行“一对一”帮扶，做
学生健康成长的守护人。

如今走进该校，孩子们脸上
洋溢着阳光、自信、快乐。“这
得益于‘自信教育’的开展。”
校长刘兴文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华学
校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农村
学校越来越漂亮了，教师的待遇
也不断提高，农村偏远学校、村
小也步入了教育信息化时代。下
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十九
大精神，通过‘教育局以校长第
一，校长以教师第一，教师以学
生第一’的‘三个第一’和‘五
型六化’‘六创联动’‘四声校
园’等为抓手，打造江华品牌教
育。”唐孝任说。

教育扶贫乘上党建“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