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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大学档案馆征集到的照片
档案中，有一张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
时的照片。照片中毛泽东站在天津大
学第九教学楼台阶上，向聚集而来的
天大师生挥手致意，围绕在毛泽东周
围的陪同人员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
笑，纷纷鼓掌。凝视照片，沸腾的掌
声欢呼声仿佛穿透了历史长河，依旧
萦绕在耳畔。

这张照片拍摄于 1958 年 8 月 13
日上午，那时正值天津夏季最炎热时
节。毛泽东在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
津市市长李耕涛和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处书记王亢之的陪同下到天津大学视
察。在天津大学党委办公室，天津大
学校长张国藩、党委书记贾震首先向
毛泽东汇报了学校的情况，特别是汇
报到学校 98%的学生参加了勤工俭
学、学校计划开设半工半读班时，毛泽
东赞赏地说：“一搞勤工俭学、半工半
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

毛泽东在天大视察的消息不胫而
走，一万多名师生员工自发地齐聚第
九教学楼门前广场，高喊“毛主席万
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后，毛泽
东来到第九教学楼门前平台上接见了
广大师生群众，并挥手致意。这张宝
贵的照片就是拍摄于此时。

后来，毛泽东又前往天津大学机
工厂、制配厂、砖瓦厂、土法硫酸
厂、水泥厂和学生们自己盖的房子视

察参观。在机工厂，毛泽东慢慢地走
着，几乎每台机床都走了一遍，并在
每台机床前都停下来和学生及工人亲
切交谈。在制配厂，毛泽东高兴地接
受了天津大学学生自制的、达到国际
水平的细度计。在学校西大坑硫酸
厂、盐酸厂、砖瓦厂等小型工厂视察
时已经是正午，毛泽东的衣衫湿透
了，看着因劳动而晒黑的同学们，他
既赞许又怜爱。他说，“以后要学校
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并指示高校
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
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
结合起来。这三点指示，后在1958年
8 月 19 日《光明日报》第 2 版发表，又
收录在 1958 年 11 月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的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中，
并被放在了该书扉页上。

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不仅是天
津大学校史中光辉的一页，而且也成
为全国所有高等院校难以忘怀的一
幕，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和
关怀全国高等院校发展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发表的“三点指示”综合
判断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
从政治战略的高度考量我国社会主
义教育事业独立发展道路，是对新
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经
验教训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更成为
高等教育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指导纲
领。（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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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山东省青岛
市即墨交警大队高新区中队
交警在校园里指导小学生走
斑马线。暑假来临，青岛蓝
谷高新区东皋埠小学开展

“珍爱生命，平安暑假”安
全课堂教育活动，邀请当地
蓝天救援队、交警大队的专
业人员走进校园，向学生传
授自救自护知识，提高孩子
们的安全意识。

梁孝鹏 摄 （新华社发）

“安全课堂”
迎暑假

本报讯 （记者 缪志聪 通讯
员 方彦蘅） 近日，南京林业大学公
布 2019 年职称评审结果，从教 33 年
的理学院教师蒋华松如愿评上了教
授，成为该校第一位“教学专长型”
教授。“多亏了这项接地气的新政
策，为我们一线教师站稳讲台解决了
后顾之忧。”蒋华松欣喜地说。

蒋华松口中的“新政策”是今年
3 月发布的 《南京林业大学教学专长
型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条件 （试
行）》。“‘教学专长型’是指教师在
教学方面具有特别擅长的学识、技
艺、本领或特殊才能。学校在对这部
分教师进行职称评聘时将教学业绩取

代科研业绩，重点考察其教学水平和人
才培养的成绩。”南京林业大学人事处
副处长韩建刚介绍。

这项“不唯论文唯教学”的新政，
引得不少和蒋华松一样长期扎根在育人
一线的教师纷纷点赞。

“学校很早就关注到职称评审的分
类评价问题了。”韩建刚说。2013 年，
学校试行多元化复合型评价体系，按照
教师不同专长，分为教学为主型、教学
科研并重型和科研为主型。尽管如此，
但在当时的评价体系中，论文、专著、
科技奖励等科研业绩所占权重依然较
大，多年来通过教学为主型评上高级职
称的教师屈指可数。

2019 年寒假，南京林业大学人事
处牵头，为这部分“潜心教学、因材施
教、教学效果好”的教学专长型教师量
身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为
此，人事处会同教务处、学工处、评估
办等部门多番研讨，细化考评指标，完
善考核办法。首先是要“形成有特色、
效果好的主讲课程教学风格”，由教务
处在教师不知情的前提下，在其前一年
授课录像中随机抓取 3 段 45 分钟的教
学视频，组织校外不少于3位国家级或
省级教学名师以及校内教学督导等进行
评议。其次是要“深受学生欢迎”，由
学工处调取近5年毕业生数据，通过发
放调查问卷，了解毕业生对教师教学活

动效果的评价。最后再结合教师的教学
工作量、教改教研成果、教学奖项等工
作实绩进行综合考量。“通过一系列程
序，让真正有能力、有才学、教得好的
一线教师脱颖而出。”韩建刚说，这是
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突破。

“让教师回归本分，让潜心于教书
育人的教师有尊严、有前途、有发展是
这项举措的根本。”南京林业大学校长
王浩说，学校还将针对不同类型教师岗
位职责和工作特点以及所处职业生涯不
同阶段，分类、分层次、分学科设置动
态化职称考核内容和方式，让不同专长
教师都能专注于扎实、系统、高水平专
业工作。

教学专长型教师有了专门职称评价标准

南京林大教师“教得好”照样评教授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记者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办日前主持召
开的自治区教育脱贫攻坚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自治区紧紧围绕“两不愁三
保障”，全力推动教育惠民工程，着
力加强教育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显著，
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显著增强。

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刘玉光介绍，自治区精准制定政策，统
筹推进教育脱贫攻坚。建立了“受资
助学生、建档立卡学生、困境学生、残
疾学生”4 个花名册和一个工作推进
台账，做到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实名制
到县、到乡、到村，到校、到班、到人，确
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有保障、资
助全覆盖。截至2018年底，全区小学
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 99.9%，初中适
龄少年净入学率达 99.3%，初中阶段
升入高中阶段升学率达97.3%。

新疆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
件，全面推进自治区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发展。2018 年，新疆累计投入
48.7亿元，实施“全面改善贫困地区
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和

“三区三州”教育脱贫攻坚工程，其中
南疆四地州投入达 33.5 亿元，全面改
善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

自治区还完善各类教育资助体
系，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学校和社会
为补充的“三位一体”资助格局，
2018 年累计拨付南疆四地州各类学
生资助资金 44 亿元，受益学生达
306 万人次。同时，实施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使131万名学
生受益。

在教育队伍建设上，自治区改革
招聘制度，下放招聘权限，面向全国
招聘，2018 年全区共补充教师 5.88
万人，选派支教教师 2.6 万人；安排
20 亿元，专项用于解决南疆四地州
自聘教师工资；为南疆四地州 10 万
余名乡村教师发放生活补助。

新疆统筹推进教育脱贫攻坚
去年拨付南疆四地州各类学生资助资金44亿元

六月皖南，梅雨连绵，山色空蒙，谢
裕大董事长谢一平站在公司门口张望，古
铜色的脸上隐隐透着担忧和期待，路上有
几处塌方，不知道安徽农业大学的专家能
不能顺利赶过来？

这时，他看见有两辆车由远及近，缓
缓开过来，眼睛刹那放出光彩，含着笑意
快步上前，握住安徽农大茶与食品科技学
院院长张正竹的手。从掌心传来的力量安
稳可靠，一如13年前的第一次握手。

“多亏了你们的帮忙，今年 3 个月生产
1800吨茶叶，这在以前根本就不敢想。”谢
一平满怀豪情地说，“现在我不仅想把茶叶
做大做强，还想走向世界，让外国人也尝
尝中国的好茶。”

筑梦茶叶强国，不仅是谢一平萦绕心
头的念想，也是安徽农大教授们上下求
索、潜心钻研的目标。

破解茶树基因的秘密

“这是今年的新茶，大家尝尝！”
沏一壶茶，室内香气袅袅，抿一口细

品，独特的芬芳迅速在口齿间弥漫，真是
惬意。不过，对于张正竹来说，一片小小
的茶叶带来的更多是思考，这茶是什么味
道？有哪些次生代谢产物？它们又是怎样
影响茶品质的？

时间追溯到2009年5月，安徽农大茶树
生物学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宛
晓春深思熟虑，决定启动茶树基因组研究，
来改变因缺少高质量茶树基因组序列而无
法开展分子辅助育种的现状。

10 年艰辛探索，茶的基础研究高歌猛
进。2016 年，安徽农大研究发现，与其他茶
类相比，夏秋季原料加工成的黄大茶具有显
著的降血糖、降血脂和减肥等功效，系列基
础研究成果为开发以健康为导向的功能性
茶叶产品提供了科学依据。

“黄大茶原料粗老、加工粗放、包装简
陋，一直是上不了台面的低档大路货，现

在有了技术的加持，竟成为电商网店的热销品。”抱儿钟秀公司没想到通过与
安徽农大的合作，短短9年间，自己会从一个新成立的小茶企快速发展成为中
国茶叶百强企业和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仅 2018 年，公司就生产各类黄茶
260吨，实现销售收入5000万元，利税500万元。

此外，安徽农大还首次发现酯型儿茶素合成的关键酶，证实了儿茶素合成
途径的存在；2018 年 4 月，联合深圳华大基因和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
心 （上海） 等相关研究团队，破解了中国种茶树的全基因组信息，标志着我国
茶树生物学基础研究取得原创性重大突破；之后，以茶树基因组图谱为框架，
系统构建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茶树基因组学与生物信息学平台，成功实现了茶
树组学大数据的整合与共享⋯⋯

科研拓展茶产业市场优势

在全球茶叶产业中，我国茶园面积、茶叶产量和消费量占比分别达到
60%、46%和 35%，是当之无愧的茶业第一大国。然而，2016 年，中国近 7
万家茶企的出口总额还不及立顿全球销售总额的一半。坊间因此戏称“7万家
茶企不如一个立顿”。

“中国茶产业大而不强，彰而不显！”安徽农大校长夏涛感慨道，“这样会带来
许多问题，一是产业化程度低、品种良种化不达标；二是消费者易对质量安全产
生怀疑；三是龙头企业树不起来，缺少对品牌化的市场话语权和掌控能力。”

茶产业要把资源优势变为最后的市场优势，必须插上科研的翅膀。“十
五”期间，安徽农大研建国内外首条炒青绿茶清洁化生产线，开启了我国茶叶
大规模连续化、清洁化加工的先河；“十一五”期间，学校与合肥美亚光电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首台国产数字化智能茶叶色选机并示范应用，一举
打破了日本和韩国对我国茶叶色选机市场的垄断，并逐渐占领了全球 80%以
上市场份额；近年来，还将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应用到茶叶生产与品质控制
中，先后开发出系列茶叶品控装备，为茶叶生产全程数字化品质控制奠定了基
础。

与此同时，安徽农大还与谢裕大、祁红茶业、汪满田等20多家省内茶叶龙头
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新产品开发等。谈到安徽农大，祥源茶业祁红公司副总经理
陆国富充满了感激之情：“没有高校的技术支持，就没有企业的今天！”

（下转第三版）

安
徽
农
大
为
茶
产
业
插
上
科
技
和
文
化
的
翅
膀—

—

小
叶
子
托
起
大
产
业

本报记者

王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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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教育里的款款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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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每个孩子都被善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