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 要闻主编：易鑫 编辑：刘亦凡 见习编辑：杜玮 设计：白弋 校对：杨瑞利 ·
2017年11月16日 星期四

03·

北京化工大学60周年校庆办公室联系方式 电话：010-64431760 邮箱：BUCT60@mail.buct.edu.cn 学校网站：http://www.buct.edu.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29

·公告·

泱泱华夏，教育为本；巍巍上庠，国运所系。斯有大
学，化工为名，雄踞京华，俯瞰神州。一甲子薪火相传，
筚路蓝缕，砥砺求索，匠铸天工臻化境；六十载弦歌不
辍，作育菁莪，陶铸群英，秀毓桃李蕴华章。

追本溯源，不忘其根。一九五八，杏坛肇启，名曰“北京
化工学院”，立培育尖端人才为纲，列全国重点大学之席，开
化工事业之先河，承治学报国之担当。一夕雰雺，遇“文革”
内乱，风雨飘零浩荡；万象更新，迎改革开放，乾坤玉宇澄
清。及至一九九四年，正式更名“北京化工大学”，焚膏继晷
寻真理，励精图治争朝夕。恰化工管理干部学院并入，会当
遐迩一体，携手并肩；始“211 工程”之建设启动，更待大展宏
图，奋翅腾骧。及至昌平新区奠基，百年大计荫后人，一流

学科入选，继往开来谱新篇。日月推迁，春秋代序，壮哉化
大，伟哉我化大人！历贫苦，求发展，勇担经济匡时之任；会
群贤，育栋梁，凝铸立德树人之魂；明明德，重亲民，止至
善，谨遵庠序修学之道，继往绝学开万世太平。

校运隆昌，成就恢弘。工科扎实，屹磐石而雄健，文
理兼备，缀星宇之琳琅。十四学院，泽被遐迩；三大校
区，黉舍巍峨。东校区踞胜古朝阳之便利，西校区临紫竹
雅苑之秀美，新校区处居庸盛景之伟岸。春发玉兰，雍容
尔雅素娥妆；夏挂紫藤，绿蔓秾阴醉长廊；秋落银杏，蝶
梦翩跹舞苍黄；冬凛白雪，凝阶皎月静沉霜。学术之圣
地，研思究天理；文化之摇篮，妙手著文章。学子承“宏
德博学，化育天工”之校训，书山堪纵横，学海奋无涯。

怀瑾握瑜，不坠青云之志；正气浩然，当立天下脊梁。师
长继“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之道统，春蚕织锦绣，红烛
照人寰。六十载金声玉振，灼灼英华育桃李；十余万群星
璀璨，济济贤才铸栋梁。担民族复兴之重任，志存高远；
绘现代强国之宏图，蹈厉奋发。

壮志启鹏程，万里扶摇凌绝顶；育才勤骥步，甲子辉煌砺
雄心。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五日，正逢北京化工大学六十华诞，
以庆聚力，共谋发展。诚邀历届校友再聚母校，抚今追昔，共
话桑麻；切盼各界人士莅临指导，赏观盛典，共襄伟业。

专此敬启，恳祈周知。
北京化工大学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北京化工大学60周年校庆公告（第一号）

本 报 上 海 11 月 15 日 讯
（记者 董少校） 今天，第十
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决赛在上
海大学开幕。据悉，今年“挑
战杯”有 715 件作品进入决
赛，另有 40 件港澳作品。本
届赛事重组了专家评委库，自
然科学类评审专家较上届扩
容一倍多。在终评中，采取每
件作品有 5 位相应领域专家评
审的模式，并首次设立竞赛监
督委员会，提高竞赛公信力。

第十五届“挑战杯”
竞赛决赛开幕

本报讯 （记者 柴葳） 日
前，以“新时代，新征程——
探索研究生媒体的新发展”为
主题的 2017 年中国研究生媒
体联席会议在西安举行，来自
全国 94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140 多家研究生校园媒体师生
代表参会。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6 所高校分别围绕研究生媒体
未来发展展望、构建媒体交流
互动平台、微信公众平台运营
策略、新时代青年思想引领等
主题作交流发言。

中国研究生媒体
联席会议举行

／部／委／新／闻／ ■

本报讯 （记者 蒋亦丰） 为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总结交流各地中小学党建和德育
工作的典型经验和有效做法，研
究部署下一阶段中小学党建和德
育工作，教育部近日在浙江杭州
召开中小学党建暨德育工作会
议。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朱
之文出席并讲话。

朱之文指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好党的十九大精神是教育系统的
首要政治任务。要始终将中小学
党建和德育工作摆在落实立德树
人任务的首要位置，作为基础教
育战线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奋进之笔，着力形成长效工作
机制，切实抓出效果、抓出亮
点、抓出成绩。

朱之文强调，要落实好中小
学校党建工作的意见，坚定不移
加强中小学校党的全面领导，始
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大力

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努力把中小学校
建设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
地。要着力在提高思想认识、加
强政治领导、强化组织建设、发挥
党员教师示范作用、引领学生成长
等方面下功夫，切实把中小学党建
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要紧紧围
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贯彻
落实好《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为
重要抓手，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理想
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引导广大师生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
观、文化观。要积极推进理念创
新、工作创新和载体创新，深化育
人途径和手段，不断提高工作的
吸引力感染力和针对性实效性。

会上，浙江省教育厅等 8 个
单位交流了中小学党建和德育工
作典型经验。

中小学党建暨德育工作会召开
朱之文出席并讲话

魅力思政课这样炼成
（上接第一版）

天津工业大学针对实践教学
设计了专门的网上电子平台，由
学生自主选择、自行设计实践内
容，在思政课教师指导下开展实
践。考核优秀的学生可以参加全
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总决赛，总决
赛中表现突出的学生可获得部分
课程免考资格。

为助力思政课教学改革，天
津还设立了高校思政课特聘教授
制度，全市共聘任市级特聘教授
26 人、校级特聘教授 108 人。围
绕“与中国自信同成长”这一主
题，特聘教授们从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大学生成才五方面开展高校宣
讲，目前已宣讲55期，覆盖全市
所有高校。

思政教育“超级校园”手机
应用平台也在今年正式上线，目
前已覆盖全市 90%以上的大学
生。平台涵盖课堂查勤、作业审
阅、在线答疑等功能，高校所有

思政课教师都能与学生随时交
流，可将最新的思政课内容“精
准推送”到每名学生。近期，平
台正在完善“全市大课表”和

“网络资源课”功能，学生可以在
线了解全市所有思政课教师的授
课时间、授课特点、学生评价
等，可以随时去其他高校“蹭
课”，也可以通过网络视频课跨校
学习，实现思政课教学资源全方
位共享。

让思政课研究形成合力
天津市高校中不乏思政课名

师。如何把教学名师的经验推广
出去，辐射全市高校思政课教学？
如何为思政课教师搭建平台，让他
们能定期开展交流与研究？

今年，天津市高校重点马克
思主义学院建设项目启动，每个
项目资助 300 万元，旨在打造全
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龙
头。首批建设 3 家“重点”，下一
步再增设 7 家。此外，天津市先

后确定 5 个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
室，这些工作室各具特色，在推
广名师经验、开展交流研讨方面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李 朝 阳 名 师 工 作 室 策 划 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名师讲堂”
在今年春季学期开展得如火如
荼。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
院校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名师
先后莅临天津师范大学，以不同
主题作了 9 场观摩课。听课的除
了研修这门课的师大学子，还有
全市 35 所高校的 80 余名思政课
教师。

张健华名师工作室 5 月举办
的“名师工作室联盟教学观摩活
动”也在全市思政课教学领域起
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工作室的
6 位名师就“真理及其客观性”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价值评价
及其特点”等选题进行了教学展
示，80 余位专家学者、思政课教
师参加了分组讨论，收获颇丰。

天津市还整合各高校优势资
源，以区域化校际合作形式重点
建设若干天津市马克思理论研究
协同创新基地，每个基地资助
100 万元，联合开展教学研究和
理论探讨。针对思政课教学科
研，单独设立了四类专项资助课
题：思政课领航学者项目，每个
项目资助10万元，重点支持思政
课教育教学领域的中青年专家开
展教学科研；思政课教学科研示
范团队项目，每个资助 30 万元，
重点支持思政课二级教学科研机
构建设，作为市级重点马克思主
义学院的预备梯队；思政课教学
改革成果推广项目，每个资助 5
万元，重点支持思政课教学实践
中典型经验成果的推广应用；思
政课精品课程项目，每个资助 10
万元，重点建设若干优质课程，
充实思政课网络资源库，丰富思
政课教学资源。

全市高校思政课研究已形成
合力，对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目标
任务，要加快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推动思政课教学质量
和水平更上一层楼，不断提高大学
生对思政课的获得感。

（上接第一版）部属媒体要安排好
集中宣传，开辟专题专栏专版，借
助新媒体技术，深入基层一线，加
强宣传解读，报道好教育系统的
具体举措和实际行动，努力形成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
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良
好舆论环境和浓厚氛围。

二是全系统抓深理论武装和
研究阐释。充分发挥教育系统的
学科优势和研究优势，推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学术、进学科、进课程、进培训、
进读本。组织力量编写《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摘
编》，编辑出版《习近平教育思
想》。设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攻关课
题。组织召开理论研讨会，举办
中国大学智库论坛。设立高校主
题出版项目，推出一批高质量有
深度有分量的理论研究成果。支
持有条件的高校设立相关研究方
向，建强研究团队，加强学理阐释
和准确解读。组织力量编写《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讲义》，鼓励有条件的高校面向
全校学生开设相关公共课程。分
类编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辅导读本》，出
版一批形式多样的普及读物。

三是全过程抓实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深入贯彻
落实全国高校思政会和有关文件
精神，启动实施高校思政工作质
量提升工程，重点构建十大质量
提升体系，推进“三全”育人综合
改革试点。在思路、师资、教材、
教法、机制等方面下功夫，加强高
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思政课建
设，坚决打赢提高思政课质量和
水平的攻坚战。坚持和巩固马克
思主义指导地位，实施好哲学社
会科学繁荣计划。全面落实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加强课堂、
讲座、论坛、媒体等阵地管理。

四是全方位抓严教育系统基
层党建工作。把政治建设摆在首
要位置，谋划做好 2018 年教育系
统党建质量年工作，认真筹备开
好高校党建会、民办高校党建推进
会等专题会议，研究制订高校党委
工作有关文件并指导督促抓好落
实工作。实施高校党建“对标争
先”计划和“双带头人”培育工
程。指导督促有关高校完成好巡
视重点整改、持续整改。继续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提前谋划教育系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直属机关

“党建工作质量年”为总抓手，以体
制机制、落实责任、有效监督、责任
追究为着力点，在改革完善体制机
制上下功夫，在解决涉及干部职
工切身利益问题上下功夫，加强
直属机关党建工作，推动直属机
关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本报上海 11 月 15 日讯 （记
者 董少校 余闯）“教育对于
增进欧洲各国身份认同、增强中
欧合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天，欧盟委员会教育、文化、青
年和体育委员蒂博尔·瑙夫劳契
奇在复旦大学演讲时说。

在沪出席中欧高级别人文交
流对话机制第四次会议之际，瑙
夫劳契奇访问复旦大学，为 200
多名师生发表“教育的社会角色”
主题演讲，认为“当今教育扮演的
角色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重要”。

瑙夫劳契奇说，新一代欧洲

人在自由流动中得到更多发展机
会，体验不同的文化生活，这有利
于增强文化认同，并不会弱化对
国家的认同。为此，欧盟将推出
更多的教育交流、文化传承项目。

瑙夫劳契奇认为，中欧之间
不仅需要加强经济合作，也需要
开展更加密切的师生往来，“教
育以前是、未来也是中欧交流的
重要组成部分”。他说，中国学
生在欧洲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中
国也是欧洲学生非常向往的留学
目的地，这种良好的教育合作局
面值得珍惜并进一步发展。

瑙夫劳契奇在复旦大学发表主题演讲

教育的社会角色“史上最重要”

本 报 讯 （记 者 柯 进）
日前，昆山杜克大学举行本
科项目招生说明会。该校本
科学位教育今年将面向全球
招收首批225名学生，其中包
括 175 名中国内地学生。据
悉，昆山杜克大学本科学位
教育首批面向江苏、上海、
浙江、北京等 15 个省市区招
生，学生将于 2018 年秋季入
学，毕业后可获得杜克大学
学士学位及中国教育部认可
的昆山杜克大学本科毕业证
书和学士学位。

昆山杜克大学招收
首批225名本科生

84 岁的北京大学教授萧灼基
走了，他的一生都在探寻经世济
民之道。

作为我国最早研究和主张商
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学者，萧灼
基参加了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重
大经济理论问题的讨论，从首次
提出并系统论证国有企业所有权
和使用权 （经营权）“两权分离”
的改革、最早提倡股份制到建言
取消农业税，这位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布道者，直到暮年仍然在
为关乎国计民生的话题鼓与呼。

曾与萧灼基共事数十年的北
京大学经济学院原党委书记雎国

余教授回忆，老人在病重住院数
年、几乎丧失语言能力的情况
下，仍然坚持以笔谈形式与来访
者讨论国家大事，还上书中央领
导谈论自己对国家金融安全、金
融体制改革等问题的看法。

“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
构成了萧灼基一生治学研究的两
条主线，两条线脉络清晰又彼此
交织、一体两翼。

1981 年 ， 萧 灼 基 发 表 论 文
《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这篇
日后获得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
被认为对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
意义的论文，最早提出了“国有
企业两权分离”（所有权归国家，
使用经营权归企业）。虽然在今天
看来，这已是市场经济的常识，
彼时提出却需要巨大的勇气。

“这一思想的来源便是马克思

的巨著 《资本论》 第三卷中关于
借贷资本两权分离的理论。”萧灼
基在自己于2008年出版的 《马克
思传》 自序中写道。写一部中国
人自己的马克思传记，是萧灼基
上世纪 50 年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
书时萌发的理想，这个梦他追逐
了半个世纪。

这个不是共产党员的经济学
家终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
信仰。“我自始至终是个坚定的马
克思主义者。”萧灼基在一篇自述
文章中说。这份坚守，即使在最
艰难的日子里也未曾动摇。

“文革”期间，在北大经济系
任教的萧灼基遭到关押、审查，
最难过的莫过于没有书读。萧灼
基引用毛泽东“你们要看书学
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号召，
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愿望

实现后，萧灼基用一年多时间认
真研读了当时出版的马恩全集。

“你搞我的专案，我搞马恩的专
题。”日后回忆起那段日子，萧灼
基不无得意地说。

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
委、全国政协经济与法制委员会
副主任⋯⋯林林总总数十个头衔
中，萧灼基最看重的大概还是教
师，“教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谋生
的工作，也是我的‘乐生’要素”。

在成为博士生导师之初，萧
灼基原本打算为国家培养 20 名博
士，待到指标完成又决定给自己
加码到 30 名，而后则“远远超出了
计划”，指导的硕士生、博士后、访
问学者更是不计其数。这位要求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关注国情，戏
称自己为“土鳖（博士）饲养员”的
教授坚信，“在融入中国实际上，

海归人才未必比得上本土人才”。
而出自他门下的大批优秀人才为
这个信念提供了佐证。

“萧老师一直很关心和支持年
轻人的发展，他时常开玩笑说，
年轻人要‘打倒’老年人。”雎国
余回忆说。“他最不喜欢别人恭维
他，作为著名经济学家仍十分谦
虚，喜欢年青一代对他发起挑
战，越是争论，他就越高兴！”与
萧灼基有 30 多年交往的成都大学
原副校长张其佐说。

“我这辈子总结起来就是‘三
书主义’：读书、教书、写书是我
的人生经历，也是我的座右铭。
如果再有选择职业的机会，我还
要做一名人民教师，我还是‘三
书主义’。”在一篇2012年发表于
北大经济学院网站的文章中，萧
灼基如此评价自己的一生。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萧灼基逝世——

他用一生探寻经世济民之道
本报记者 李澈

萧灼基

“作为高校科研人员，我们面
临的主要矛盾是对科研的美好向
往与现实科研条件不均衡不充分
的矛盾，校长你怎么看？”日前，在
江苏大学“校园热点面对面”现场，
该校一线教师、科研人员与校长颜
晓红自由互动、坦诚交心。面对一
个个热点问题、一个个事关教职工
自身发展的“重锤”，颜晓红坦言，
帮助教师过好思想关，事关教师主
体作用的发挥，有利于进一步统一
认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校园热点面对面”是江苏大
学组织策划的校园文化品牌活

动，定期邀请学校党委书记、校
长与师生面对面“打开天窗说亮
话”，在这样一个自由表达意见的
校内沟通平台上面对面解决问
题、面对面凝心聚力。

最近，江苏大学正在开展公用
房单位自查与学校核查工作。一
石激起千层浪，“一个实验用超低
温冰箱就占了 3 平方米面积，不同
学科的用房标准从何而来”“实验
条件这么紧张，新引进老师去哪儿
立足”成了大家议论纷纷的话题。

面对现场抛出的用房难题，
颜晓红也“卖卖萌吐吐槽”，希望

大家理解自己的难处。他说，解
决用房难题，需要发挥管理智
慧，优化公用房使用，“我们一直
提倡把学科办出特色，不能引进
一个新人就带来一个新方向。我
们也要积极争取外援，把好的研
究成果向地方转化，和地方共建
研究院，多管齐下解决问题”。

现场的交流“热气腾腾”，有
钟情教学的老教师感叹职称评审
一年更比一年难，教学和科研究
竟孰轻孰重；也有青年教师感慨
进校半年，为了拿教师资格证啥
事也没干。解答这些实际疑问，

颜晓红始终围绕一个主题——立
德树人的核心部分和关键环节在
教师。“一流的老师要有一流的教
学能力、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
更要有一流的师德，需要把教书
育人当作一项事业，心中有生、
心中有爱、心中有谱。”他说。

“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这些
话都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江苏大
学化工学院教师郝臣说，有交流
才能交心，这样一次“坦诚相
见”其实是堂生动的思政课，提
醒自己时刻不忘教师的初心在哪
里，并“守其初心，始终不变”。

江苏大学推出校园热点面对面

校长与师生“打开天窗说亮话”
本报记者 潘玉娇 通讯员 吴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