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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大写的人，才有大写的
国。

近些年来，两个中国科学家
的名字被人们广为传颂。

黄大年——地球物理学家，
吉林大学教授，在毅然归国后的
7年里，推动中国深部地球探测
技术实现跨代飞跃；

钟扬——植物学家，复旦大
学教授，在生命的最后16年，
扎根青藏高原，带领团队收集
4000万颗种子，盘点了世界屋
脊的生物“家底”。

从白山松江到雪域高原，他
们并不熟识却精神相通。他们的
身后，是千千万万“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的知识分子，以忠诚
和奋斗书写着新时代的精彩答
卷。

◆生命，为祖国澎湃——
从黄大年到钟扬，一个个当

代知识分子传承前辈精神，以爱
国之情、报国之志、卓越之才写
下奋斗者的答卷。

◆梦想，为新时代燃烧——
不断涌现的奋斗者，推动国

家实现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
伟大跨越，标注中华民族砥砺奋
进的精神坐标。

◆铭记，是为更好地前行——
新时代新起点，奋斗者的故

事激励着后来者，凝聚起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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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上海日
前出台 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

“1+2”政策文件，包括指导意见和
配套的托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及设置
标准，明确“政府引导、家庭为主、
多方参与”的总体思路，促进托育服
务健康有序发展。

“1+2”政策文件分别为上海市
政府印发的 《关于促进和加强本市 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
见》，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上
海市 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暂行
办法》，以及由教育、民政、工商等
16 家部门共同制定的 《上海市 3 岁
以 下 幼 儿 托 育 机 构 设 置 标 准 （试
行）》。这 3 个文件将于 2018 年 6 月
开始实施。

《指导意见》 明确，上海将构建
政府引导、家庭为主、多方参与的托

育服务体系。家庭是 3 岁以下幼儿养
育的主体，家长承担照看和养育孩子
的主要责任，政府制定托育机构设置
标准、出台管理办法和提出保障政
策，积极推进托幼一体化工作，开展
家庭科学育儿指导，以多种方式引导
和支持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园
区、楼宇和个人提供符合适龄幼儿家
庭多样化需求的托育服务。

上海坚持规范管理，严查违法违
规行为。对托育机构的受理登记、从
业人员的队伍建设和机构日常行为的
监管都将按照 《管理暂行办法》 和

《设置标准》 严格管理，对违法违规
行为，将通过市、区、街镇三级联
动、各相关职能部门联合的综合监管
机制，予以严肃处理。

上海提出，将严把安全关并保障
托育服务质量。明确场地和设施设备

安全规范，要求落实人防、技防和物
防等基本建设要求；明确托育机构法
人和托育点举办者是安全工作第一责
任人；明确托育服务从业人员岗位职
责及资质要求，加强从业人员职业道
德建设，通过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从业
人员队伍素质。

《管理暂行办法》 作为托育机构
的规范性文件，对托育机构申请举
办、登记注册、变更注销等全流程
做出相关规定，是对托育机构准入
管理、分类管理、规范管理的重要
依据，包括总则、机构设立、机构
管理、监督与管理、变更与终止、

附则等内容，并根据营利性和非营
利性托育机构的不同属性予以具体
规定。

《设置标准》 是各类托育机构设
置的标准要求，界定适用范围，明确
设立托育机构的基本条件，包括选
址、功能、供餐、安全、班级规模、
人员配置、卫生等，同时对举办者、
名称、章程、组织机构、管理制度等
提出具体设置要求。

据介绍，上海后续还将出台 3 岁
以下托育机构从业人员与幼儿园师资
队伍建设规划，加强和保障从业人员
队伍建设。

政府引导 家庭为主 多方参与

上海16部门发力出台幼儿托育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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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湖北省竹山县麻家渡镇
阳光留守托管家园组织留守儿童，到花海
四季生态园开展“关爱留守娃，快乐去赏
花”活动。在这里，孩子们放松心情，开
阔视野，享受春天带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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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鲜花盛开的季节，北京大
学即将迎来120岁的生日。

当一所大学的120年历程与民族
的奋争和复兴紧紧联系在一起，当一
段跨越世纪的追寻与求索见证并推动
着国家的发展进步，我们从这120年
风雨兼程中汲取的，便不只是一所大
学的成长史，更是一部百年中国的觉
醒史。

“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
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
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
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
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
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
学。”2014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话语穿
过历史的尘埃，响彻神州大地。

穿越三个世纪、两个甲子的风雨
坎坷，进入新时代，北京大学早已深
深融入民族复兴、国家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宏伟事业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也早已融入北京大学的精神内
核，120 岁的北京大学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有信心和能力去实现自己的梦
想！

民族复兴的世代求索

时光老人，转身之际，120 年光
阴，倏忽而逝。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这段光荣历
史的见证者。长期以来，北京大学广
大师生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
时代和社会同前进，在各条战线上为
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
要贡献。”2014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
话，一语凝聚了北大的百年历史。

从 1916 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
校长并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
容并包之义”之时起，“囊括大典，
网罗众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便
伴随着这所大学走过一百多年的变革
求索。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简

简单单的八字校训，是蔡元培时期留
给北大的遗产。“爱国”蕴含着“为
民”，“进步”昭示着“改革”，“民
主”包含着“闳放”，“科学”意味着

“求真”，于是乎，“爱国为民，闳放
求真，民主科学，改革进步”开启的
不只是北大百年的爱国主义史，更是
一部为国家和民族振兴、朝着国家和
民族梦想的方向永不停歇的奋斗史。

“这真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
这里成长着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
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
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
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
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
北大教授、文艺评论家谢冕这段话，
清晰地镌刻在北大 90 年校庆纪念文
集的扉页上。

一个国家处于上升期的一个重要
标志，就是这个国家开始拥有她的

“造梦”能力，她的国民尤其是青
年，始终怀有“愿你出走半生、归来
仍是少年”之心，自信地谈论梦想，
并为之付诸行动。

120 年前，在大清帝国危如累卵
的变局中孕育着一个关键性的选择。
1898 年 6 月 11 日，清光绪帝下 《明
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中
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
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
济时艰。”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是中
国近代第一所以“大学”之名创办的
学校。

京师大学堂的设立，开启了近代
中国新式学堂的一个创办高潮。作为
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标志，新生的
京师大学堂在继承中国古代文明的基
础上，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近代
科学文化，为失落的近代中国寻找世
界坐标、提振民族精神，以及推进中
国的近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牵
引作用。

1920 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
访华时，惊异于北大学生思想的自
由，由衷感叹，五四时期的北大学
生，不仅自己富有公共精神，而且还
具有唤起全民公共精神的强大力量。

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影
响之下，改革一触即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
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
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
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
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蔡元
培的力主之下，彼时的北京大学讲台
风光一时无两。拖着长辫的辜鸿铭不
买胡适的账，坚持旧文学的黄侃在课
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有
辱师门。正式生、旁听生和偷听生共
处一堂亦为当年一大盛景，毛泽东在
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就常跑去听陈
独秀、李大钊等人讲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爆发之时，还是一名中
学生的著名社会学家、中国民主促进
会创始人雷洁琼，虽远在南国，仍深
深被北大师生的革新精神所鼓舞。直
到 1971 年她进入北京大学，从事科
学研究、指导研究生，更是时时感到
北京大学那追求科学、提倡学术民
主、把学术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联系
起来的精神。

“从我受北京大学的影响到加入
北京大学成为为其使命奋斗之一员的
实践中，我认为它为民族昌盛而奋斗
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为发展学术而孜孜
以求的精神是值得发扬的。”雷洁琼
曾在纪念文章中这样写道。

从诞生之日起，京师大学堂就与
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然而在当
时国运式微之下，北大真正发生根本
性的变化，真正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
出路，则是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紧紧
联系在一起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
多年的封建帝制，京师大学堂改名为
北京大学，蔡元培等先贤改造了北京
大学，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
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成为中国最早
介绍、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发祥
地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
大成立了中国北方的第一个共产主义
小组，并向全国输送核心骨干⋯⋯

历史的选择总是有着如此强烈的
使命色彩。当时钟运转到 1949 年，
新中国诞生后，北京大学历史性地承

担起新中国文化传承和自主创新的使
命，顶天立地，勇于担当，不断创造
着新知识、新思想与新技术。

在“两弹一星”研制、百万次电
子计算机问世、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
国家重大战略工程中，在青蒿素研
发、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稀土分离理
论及其应用、股份制与产权制度改革
等重大科技和思想理论成果中，北大
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一代代北大人
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和爱国情怀，唱响
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最强
音。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全
体北大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早已融入北大的精
神，成为我们办学的灵魂。”北京大
学党委书记郝平说。

进入新世纪，全国基层就业宣传
典型夏海亮、第一届大学生村官陈丽
娟等一批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优秀
毕业生代表，一批又一批的北大学生
在各领域肩负起引领未来的重任；
1998 年，助推中国大学迈向世界一
流的“985 工程”在北大百年校庆之
时启动，中国高等教育走进跨步前行
的时代。

进入新时代，2017 年底，北大
公布 《北京大学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
设方案》，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北大
将在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居于领导
地位，成为世界著名的学术殿堂；
对接雄安新区，全力服务京津冀协
同发展和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
设；打造新型智库，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

鲁迅先生在纪念北京大学建校
27 周年的文章 《我观北大》 中提
及：“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
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
道路走。”

73 年之后，谢冕在纪念北大百
年华诞纪念文章中，穿过历史的云雾
与鲁迅先生遥相呼应：“北大人是入
世的，他们读书思考，却始终不曾须
臾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们坚定

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作为知识者，他
们有一种能力，可以把现世关怀和焦虑
转化为文化与学术的革新与建设。”

“我们现在讲守正创新，实际上与
维新图强的北大精神一脉相承，在不同
的发展时期，北大既要遵循规律办事，
更要为国家发展、人类进步贡献力量，
并且一定是改革运动的先锋。”北京大
学校长林建华说。

中国文化的历史之镜

“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是一项艰
巨的任务，对我们现在的办学理念、教
育模式、发展质量都是挑战。从学习到
超越、从跟踪到引领，不仅是量的变
化，更是质的飞跃。要进入世界一流大
学前列，决不是重复人家已经走过的道
路，而是要走自己的路，发挥引领作
用。这不仅需要资源上的持续投入，更
要求思想观念的转变、体制机制的变革
和发展模式的创新。”在林建华和北大
人面前，是120岁的北京大学重新面临
的一场大考。

北大在方案中如此绘就一流大学建
设蓝图：到 2020 年，将北大整体建成
世界一流大学，若干学科处于世界一流
大学前列；到 2030 年，学校整体水平
处于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处于
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到 2048 年，学校
成为顶尖的世界一流大学，主流学科全
面位于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一旦戴上北大校徽，每个人顿时便
具有被选择的庄严感，为一种深沉的使
命感所笼罩。今日之精英与明日之栋
梁，今日的思考与明日的奉献，被无形
的力量维系在一起。

谢冕说，从上个世纪末到如今，近
百年间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都在这
里得到集聚和呈现。沉沉暗夜中的古大
陆，这校园中青春的精魂曾为之点燃昭
示理想的火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
者，从这里眺望世界，用批判的目光审
度漫漫的封建社会长夜，以坚毅的、顽
强的、几乎是前仆后继的精神，播撒文
明的种子。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