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1 月

10日

农历丁酉年十一月廿四

星期三

第 10258 号

今日十二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35

中教之声
客户端

ZHONGGUO JIAOYU BAO

微博：@中国教育报

邮发代号 1—10

1959 年拍摄
的西迁后的交通
大学校园一景
（资料照片
资料照片）
）。
新华社发

2015 年拍摄的西安交通大学校园
年拍摄的西安交通大学校园。
。

时光回溯到 1956 年，响应党和
国家号召，交通大学师生员工怀着
“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壮志
豪情，从黄浦江畔的大上海奔赴古都
西安，斗志昂扬地投身祖国西部建
设，成为西部开发的先行者。
他们中有著名的教育家、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又
也有讲师、助教、管理职员、技术
提到我们西迁老教授了，特别是他说
员，还有炊事员、理发师、花工等后
的
‘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爱国奉献，无怨
勤服务人员，甚至包括酱菜厂、煤球
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
厂的工人。
大，同时让我感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交大有一句口号，‘哪里有事
的’
等话语，我们体会尤其深刻。”
近几
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面对
天，85 岁的西安交大卢烈英教授把总
祖国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召唤，很多人
书记的新年贺词细细读了好几遍。
主动放弃上海优渥的生活，克服困
此前，2017 年 11 月，卢烈英等
难，登上西行列车。他们表现出来的
西安交大 15 位老教授给习近平总书
记写信，在信中道出师生们的心声： 对事业、理想的热爱，以及胸怀大局
的家国情怀，至今令人感动。”胡奈
“听党指挥跟党走，几代交大人砥砺
赛教授翻开他珍藏的那本厚厚的相
奋斗的精神内涵，就是始终与党和国
册，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述说着一
家的发展同向同行。”2017 年 12 月
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老教授来信
彭康校长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
作出重要指示，向当年西安交大西迁
老同志们表示敬意和祝福，希望西安
交大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
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备受鼓舞的西安交大师生纷纷表
示，一定要坚守初心，传承和弘扬西
迁精神，接力历史新使命，写好扎根
西部、服务国家新篇章。

聚焦

今日

教育家，1953 年 7 月到交通大学任
校长兼党委书记，西迁后任西安交大
校长兼党委书记。为了支援西北建
设，他亲自踏勘校址，组织迁校、建
校，为西安交大建设和发展奋斗了
15 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时年 66岁的沈云扉在当时西迁的
交大人中年龄最大。
得知迁校消息后，
他当即表示，交大在哪儿他就在哪儿，
再三婉拒校领导的照顾，
和侄儿沈伯参
一同举家随校西迁。
沈伯参夫人张秀钰
不但自己加入西迁行列，
还把娘家私宅
无偿提供给学校做驻沪办事处。
“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当时年
已花甲，妻子瘫痪在床。周恩来总理
说他年纪大了，以留在上海为好。但
他还是安顿好妻子，孤身一人来到西
安，在一片空地上建起电机实验室。
钟兆琳老先生一生矢志建设大西北，
经常对学生说，不把西北开发建设起
来，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繁荣昌盛。在
80 岁高龄时，他仍不辞辛苦前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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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和甘肃等地考察。去世前不久，他
了一年多的时间，一所新的交通大学
还对开发大西北提出建议，临终时要
在西安东郊一片麦田中拔地而起，建
求将骨灰安放在西安，安放在他钟爱
设速度之快、建筑质量之高令人惊
的黄土地。
叹。到 1958 年暑期，交通大学全校
陈大燮是我国著名热工专家。迁
70%以上的教师、80%以上的学生来
校时他卖掉上海的房产，和夫人一起
到西安新校园。74%的图书资料、大
部分仪器设备及全部历史档案相继运
来到西安，为建设和发展西安交大呕
心沥血，临终前把自己一生积蓄捐给
抵西安。1957 年至 1959 年，交通大
学校做奖学金。
学先是分设西安、上海两地，1959
……
年国务院批准将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定
到 1956 年 9 月，到达新校园的
名为西安交通大学。
师生员工和家属已有 6000 多人，后
“当时国家一声号召，我们觉得
续人员还在不断抵达。到西安后，教
这就是应该去做的事情，就背上行
师们顾不上休息，一下火车就忙着筹
囊，满腔热血一头扎进来了，一扎就
备开学。9 月下旬，新学期在西安正
是一辈子。
”史维祥教授说。
式开始，一切井井有条。
如今，当年从上海迁来的教职员
“这就是交大人的品质，没有因
工中，健在的还剩下 300 余人，许多
迁校而延迟一天开学，没有因为迁校
人都已长眠于这块黄土地。他们说：
而少开一门课程，也没有因为迁校而 “亏不亏，要看用什么尺子量。我们
耽误原定的教学实验，堪称那个年代
在大西北为祖国贡献了一所著名大
的一个奇迹。
”陈听宽教授自豪地说。 学，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
正是凭着这样一种精神，仅仅用
（下转第三版）

传承西迁精神 智慧奉献祖国

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一所新
的交通大学在西安东郊一片麦田中拔
地而起。“当时国家一声号召，我们
觉得这就是应该去做的事情，就背上
行囊，满腔热血一头扎进来了，一扎
就是一辈子。
”史维祥教授说。
“60 多 年 前 那 段 激 情 燃 烧 的 岁
月，深深吸引我的，是一种为国家建
设而拼搏的火热生活，是开拓、创
造 、 创 新 所 带 来 的 快 乐 。” 直 到 今
天 ， 83 岁 的 潘 季 教 授 还 清 楚 地 记
得，当年老一辈交大人满怀憧憬和希
望，在西去的列车上唱着歌儿兴高采
烈的场景。

一封汇报书信，引出一段历经
60 余 载 的 精 神 传 承 ； 一 次 重 要 批
示，掀起一股弘扬奉献报国精神的行
动热潮。数九寒冬，西安交通大学师
生心中却充满了澎湃的激情和昂扬的
斗志。人们关注到了一个光荣的群体
——交大西迁老教授，还有他们身上
迸发出的一种闪光的精神——“西迁
精神”。
60 多年前，只因祖国的一声召
唤，一群知识精英从大上海奔赴大
西北，从此扎根西部，开启一场伟
大的教育拓荒。交大人以“战天斗
地”的豪情壮志，通过数十年的筚
路蓝缕、几代人的薪火相传，为大
西北贡献了一所著名学府，圆满完
成了当年党和国家交给的“支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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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面向未来”系列评论之四

养至关重要。当年西迁的交大教职工
以“听党指挥跟党走”的政治觉悟，
以“国家培养了我，叫我去哪儿就去
哪儿”的家国情怀，毅然踏上了西迁
之路，背后闪耀着的正是深厚的爱国
之情、强烈的奉献之志。今天的高校
师生，应当传承发扬这种爱国奉献精
神，要立志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到
祖国需要的领域去，把自身发展与国
家需要结合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添砖加瓦。
学习传承“西迁精神”，还要学
习老一辈教育工作者艰苦奋斗、开拓
创新的精神。交大西迁之初，生活、
教学、科研等面临诸多困难，但老一
代交大人，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
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

神，克服人力、资金、资源等困难，
使得学校的教育教学迅速步入正轨。
对于新一代交大人来说，如今的教学
和科研条件早已今非昔比，但艰苦奋
斗、开拓创新的精神不能丢。当前，
高校“双一流”建设已全面启动，面
对国内外高校的激烈竞争，面对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研道路
上需要克服的重重难关，都需要坚守
艰苦奋斗和开拓创新的精神。
曾经，为了大西北的教育发展，
一代代交大人奉献了生命中最宝贵的
时光。面向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
征程中，“西迁精神”必将引领青年
一代把芳华献给最好的时代，创造中
国教育更美好的明天！

教育部机关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葛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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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
光荣使命，并形成了以“胸怀大
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
业”为主要内容的“西迁精神”。如
今，一代代交大人用青春和梦想铸就
的“西迁精神”，成为中国高等教育
界的一面光辉旗帜。习近平总书记对
西安交通大学 15 位老教授的来信作
出重要批示，希望西安交大师生传承
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
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学习传承“西迁精神”，首先要
学习老一辈教育工作者胸怀大局、自
觉服从国家需要的爱国奉献精神。新
时代的大幕已开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人才，而在培
养人才的过程中，爱国奉献精神的培

推动机关后勤服务工作创新发展

人才评价应走向
多元化与增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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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机关服务中心作为担负教育部机
关后勤服务保障任务的职能部门，要
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学习好、领会
好、落实好，为推动教育事业改革发
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一、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
大精神热潮
按照教育部党组和直属机关党委
的统一部署，深入推进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面准确领会十九大
的新部署、新要求，特别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
和丰富内涵，紧密联系工作实际，真正
把广大干部职工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和
部党组的决策部署上来，
把力量凝聚到
服务部机关后勤保障工作上来。
学习宣传贯彻要聚焦党的十九大
报告、
《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正案）》和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等，在读原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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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悟原理上下功夫，
做到深学深悟、 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充分发挥
信息化”目标方向，扎实推进“智慧后
常学常新，
切实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武装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为做好机关
勤”、
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资源能耗管理
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学习宣传贯
后勤服务各项工作提供根本政治保障。 建设等项目实施，
大力加强机关后勤基
彻要以党员干部为重点，
面向广大干部
要以实施“党建工作质量年”为
础建设，
以智能化、
体系化、
信息化带动
职工和退休人员，并拓展到物业维修、 契机，在已经完成党委和党支部换届
提高后勤服务管理科学化水平。
会议服务和安全保卫等各类外聘人员， 改选、选优配强领导班子的基础上，
遵循“互联网+机关后勤”理念，探
同时抓好对高校餐厅承办团队工作人
加强党务工作人员培训，抓紧党支部
索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后勤服务管理
员的学习指导，
做到全覆盖、
大纵深、
无
“四基”建设，抓好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模式，
建设
“智慧后勤”
综合应用系统平
盲区、
无死角。
和思想建设，充分调动和发挥党员队
台，
利用计算机、
手机等设备终端，
集成
二、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伍先锋模范作用，促进提升机关后勤
机要收发、
文件印制、
物业维护、
会议服
坚持“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
保障能力和服务质量水平。
务、餐饮供应、医疗保健、交通保障、安
则，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三、积极推进后勤服务管理创新
全保卫等服务保障项目，
努力实现服务
按照“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要求建设
发展
流程预先告知、服务响应互联互通、服
强有力的中心党委领导班子，筑牢
注重创新驱动发展，着眼“服务响
务进程实时反映、
服务管理全程自动控
“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强化
应智能化、管理模式体系化、过程控制
制等功能。（下转第三版）
“两个责任”
，做到“四个合格”
。要严
格规范落实“三会一课”、谈心谈话、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民主评议党员、请示报告等党的组织
生活制度，严格执行党委议事和决策
制度，充分发挥党委“统揽全局、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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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高中学考科目﹃扩容﹄

本报记者 冯丽

首次将通用技术 、
艺术 、
体育与健康纳入学考

——西安交通大学传承与发展西迁精神纪实

北京 高中会考政策﹃变脸﹄

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不设免考

踏 歌 向 西

“背上行囊，向科学进
军，建设大西北”

中国教育报
微信号

本报讯 （记者 施剑松） 近
日，根据北京市教委发布的“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合格性考试
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在原高中
会考政策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到期
截止后，北京将实行全市统一管
理的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市教委明确规定，全市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合格性考试将不设免考。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所设定的
13 门科目均列入北京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范围，分为等级性考试和
合格性考试。下学期，北京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首批考生——2017
级高一学生将参加合格性考试。
相比此前执行的高中会考政
策，北京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
试取消了免考的政策性安排。意
见规定，高中阶段入选市级以上
体育或学科集训队，参加北京市
或国家级各种比赛 （竞赛） 的选
手，其参赛时间与当次合格性考
试时间冲突的，可选择高中阶段
其他时间参加相应科目的合格性
考试，不再准予免考。参加各级
各类学科竞赛取得名次的学生，
亦不再准予相应学科合格性考试
的免考。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日
前，山东省教育厅发布了普通高
中通用技术、艺术、体育与健康
科目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首
次统一将通用技术、艺术、体育
与健康科目纳入高中学考范围 。
山东要求具有普通高中学籍的在
校学生和申请普通高中同等学力
的人员，均应参加普通高中通用
技术科目、艺术科目、体育与健
康科目学业水平考试。
山东省普通高中通用技术科
目学业水平考试范围为必修 I 《技
术与设计 1》 模块和必修 II 《技术
与设计 2》 模块，分基础知识测试
和技术实践能力评定两部分。普
通高中艺术科目学业水平考试采
用“过程性评价+专项测试”方式
进行。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科目
学业水平考试，采用“运动参与+
体质健康测试+运动技能测试”方
式进行。
考试成绩呈现形式为“合
格”和“不合格 ”，通用技术科
目、艺术科目、体育与健康科目
考试部分均达到合格标准，成绩
视为合格，一项不合格或缺考，
成绩视为不合格，不能颁发毕业
证书。考试成绩在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档案中分项如实记录。不合
格者可参加补考。山东这一办法
将自 2017 年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
级学生开始实施，有效期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