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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 贵师重傅 兴教兴国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特稿

本期关注：透过湖南一师看教师队伍发展

➡ 详见第四版➡➡

翻开中国近现代教育
史，湖南一师是一个绕不开
的名字。这所享有“千年学
府，百年师范”美誉的师范
学校，曾是毛泽东、蔡和森
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求
学、工作的地方，也为共和
国的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批
人才，见证了共和国70年教
师队伍专业化成长走过的
历程。如今，人民教师昂首
阔步走进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迎来了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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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秀红） 经
过 4 个多月的评审，腾讯公司 9
月 20 日公布了 2019 年“科学探
索奖”获奖名单。50 位获奖者
经过层层选拔，从千余名申报人
中脱颖而出，每位获奖者将在未
来 5 年获得由腾讯基金会资助的
300万元奖金。

“科学探索奖”是 2018 年腾
讯公司成立20周年之际，由腾讯
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腾讯基金会发起人马化腾与 14
位科学家联合发起的，面向基础
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支持在中
国大陆全职工作的、45 周岁及以
下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公益奖项。

2019 年首届“科学探索奖”
总共收到了 1335 位申请者的有
效申报材料。为最大程度保障奖

项的权威性和公正性，2019 年
“科学探索奖”的评审工作共有
350 多位各领域的专家参与，在
奖项的提名、推荐、评审过程中，
超过百位“两院院士”参与其中，
充分践行“科学家说了算”的原
则。为了选拔和激励更多青年科
技工作者，奖项评审中采用“新星
机制”——在同等申报条件下，年
纪更轻者胜出。最终 50 位获奖
者中，35岁及以下获奖者有9位，
比例接近20%。

腾讯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了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青
年人投入到科学探索之中，腾讯
基金会先期为“科学探索奖”投
入的 10 亿元将采用企业投入、
公益运作的方式，不求商业回
报。

首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公布
50位获奖者中35岁以下占比近20%

70年，弹指一挥间。
70 年前，满目疮痍、百废

待兴的历史图景仿佛在昨日；
今天，一片生机、蓬勃发展的壮
丽画卷已然展开。

70 年，我国高等教育经历
了数次调整：配合国家“一五
计划”，1952 年到 1957 年开
展院系大调整；1977 年恢复
高考，炸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
声春雷；1998 年高校扩招，
更多的人获得了上大学的机
会；党的十八大以来，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双一流”、振兴
本科教育⋯⋯一批标志性、引
领性的改革举措成效凸显。

变的只是形式，未变的是
初心。扎根中国大地，为国家
图富强，为民族谋复兴，为社会
育人才，70 年来高等教育始终
与共和国同向同行。

新中国，新事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
兴。4 亿人口中有八成是文
盲，人均受教育年限 1.6 年。
1949 年，我国仅有高等学校
205 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
为 0.26%，全部在校生不足 12
万人，其中工科在校生只有 3
万人⋯⋯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建设
和改造序幕已经拉开。1953
年我国颁布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五计划”实施期间，仅工业、
运输业和地质勘探等方面就需
要技术人员30万，而已有技术
人员包括见习技术员仅 14.8
万，缺口达 15 万；当时的工科
院校和工程技术系科每年仅能
招收新生 1.6 万人，整个“一五
计划”期间，只能向国家输送不
到 5 万名毕业生，不足当时工
业建设实际需要的25%。

规模小，培养学生数量少；
学校类型结构不合理，文重工
轻，师范缺乏；学校人才培养的
层次结构比例不协调；多数院
校分布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
地区结构布局不合理⋯⋯高等
教育结构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显然不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和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后，社会
主义建设发展的要求。

1952 年，教育部根据“以培
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
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
大学”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

如今已 88 岁高龄的上海交
通大学原副校长范祖德，回忆起
1955 年被上海市委抽调到上海
交大电力系任党总支书记的过
往，记忆最深刻的仍是当时国家
发展高等教育的热切与急迫。

当时上海交大已经历过多次
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运输管理系
调整到北方交通大学，财务管理
系调整到上海财经学院，理学院
的数学、物理、化学 3 个系的师
资、设备除留下工学院教学所需
之外，调整到复旦大学等校。

在发展教育、适应国家工业

建设的方针指引下，上海交大的
招生人数从 1950 年的 851 人发
展到 1956 年的 2194 人；毕业人
数也从 1950 年的 540 人扩展到
1956 年 的 1350 人 ，增 长 了 1.5
倍，直接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批
专业对口的技术人才。

“重新审视 67 年前进行的院
系调整，可以清晰看到新中国高
校为探索培养适应国家建设需要
的人才而走过的艰辛历程，同时
它也成为我们理解中国高等教育
变革的线索和注脚。”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教育发展与改革研究所
所长吴霓说。

依据当时我国经济建设对专
门人才的急需，借鉴苏联发展高
等教育为经济建设快速培养对口
人才的经验，历时 6 年调整，到
1957 年时，全国共有高等学校
229 所 ， 其 中 ， 综 合 大 学 17
所、工业院校 44 所、师范院校

58 所⋯⋯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
高等教育文重工轻、师范缺乏的
状况，顺应了中共中央关于高等
教育“要很好地配合国民经济发
展的需要，特别要配合工业建设
的需要”的要求，为国家培养了一
大批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
才，对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起到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奏响“春天的故事”

“文革”10 年，新中国成立后
逐步建立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
一招生制度被彻底否定，全社会
没有了学习知识的动力，国家发
展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

“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
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
落后了 20 年。”邓小平的话言犹
在耳。

1977 年 10 月，国务院批转

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
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发布。文件
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
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
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
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
考试。

得知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时，黄大年还是广西第六地质队
的物探操作员；12 月，他和全国
570万名考生一道，从矿山、乡村、
工厂等各个角落出发，涌向高考
考场，最终27.3万人走进大学。

黄大年顺利考入长春地质学
院应用地球物理系。后来，他成
为国际知名的战略科学家、地球
物理学家，带领团队创造了多项

“中国第一”⋯⋯
1978 年，全国报考青年总数

又激增至615万人，共有40.2万
名新生考入大学，越来越多人的
命运就此改变。 （下转第二版）

扎根中国大地扎根中国大地 奋进强国征程奋进强国征程
——新中国70年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历程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美食街的项目建设可以带来一定数量
的就业岗位，但要有自己的发展定位和特色，
避免千篇一律⋯⋯”日前，在浙江省宁波市奉
化区滕头村区域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大厅
内，一场以村美食街项目可行性论证为主题
的“模拟党委会”开展得有声有色。参会的是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 8 名学生，以及学
校思政课教师卢董董和滕头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傅德明，这是该校以真实案例进行思政课
现场教学的一个环节。

浙江工商职院明智学院院长温江霖介
绍，早在 2005 年，浙江工商职院就开始探
索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改革，与滕头村合作
对学生进行现场教学。

“对接社会大课堂，结合真实案例，帮
学生进一步理解和领悟理论知识。”浙江工
商职院思政课教师蔡亚芬说，滕头村在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都
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为学校理论教学提供
了鲜活的案例。

了解村子发展历史，欣赏乡村美景，再
由思政课教师将理论知识点与实际相结合，
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开展调研⋯⋯这是浙江工
商职院多年来逐渐摸索定型的思政课现场教
学模式。

在思政课教学现场，授课教师陈肖燕还
带来了两位“客座教师”，他们是当地的村
民：原科技队队员傅柏年和原旅游公司经理
傅央改，两位 60 多岁的老人声音洪亮地和
师生们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

“用自己的生活变化来讲感受，让思政课
很真实。”浙江工商职院国贸专业 1841 班的
邱婷很喜欢村民现身说法的方式。她说，村
民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和“两山”理论的亲身
实践者、最大受益者。“他们的话很有说服力！”

通过翻转课堂形式，以学生体验为主轴，新增现场采访、模拟党委
会、学生分享交流会等，是浙江工商职院由多名思政课教师组成的教学
团队在原来基础上，对课程重新开发和优化整合的结果。“为的就是持
续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
亲和力、针对性。”浙江工商职院明智学院党总支书记陈军强说。

同时，浙江工商职院思政课教学团队还达成共识，以现场教学为
突破口，要在由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的过程中努力做到“三个结
合”，即思政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宁波的成功实践相结
合，与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宁波商帮精神、学校“工商精
神”传承相结合。

“而滕头村这些年变化很大，各方面建设发展有了新突破，基于理
论和实践这两方面需求，思政课也应当与时俱进。”陈军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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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经验篇

木质吊桥、铁索桥变成双车
道水泥公路桥，以前要靠人工背
运货物，现在满载货物的卡车川
流不息；昔日杂乱破旧的小镇成
为一座新型现代城镇，村村通了
路通了电，家家盖起整洁、漂亮

的藏式新房⋯⋯吉隆镇位于西
藏西南部的日喀则市吉隆县。
对于这座现代化边境小镇来说，
游人与商客看到的是它白天的
繁华与精彩，当地群众真正享受
改革发展带来的舒适与惬意，则

从晚上8点后开始。

小镇发展的“深圳速度”

格桑是吉隆镇完小校长。
每天夜色降临，他喜欢在小镇街
头散散步，看霓虹灯闪烁，看来

自天南海北的游人商客。“就在两
三年前，这里还是低矮破旧的民
房，一下雨路上全是泥，现在镇上
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楼房，街道两边
商铺饭店林立。”格桑说。

吉隆沟隐藏在喜马拉雅山脉

南麓腹地。1961 年，国务院决
定在吉隆镇设立开放口岸，中尼
双方边民主要以物易物的方式进
行贸易，货运往来要靠人工背
运。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
施，2017 年 4 月，吉隆口岸扩
大开放为国际性口岸。2018 年，
口 岸 进 出 口 贸 易 额 达 34.05 亿
元，同比增长21.6%。

次仁，吉隆县教育局局长，
2017 年 前 曾 在 吉 隆 镇 工 作 多
年。他向我们提供了一组数据，
用以佐证近年来小镇发展的“深
圳速度”。 （下转第二版）

靠教育改变明天
——西藏吉隆县吉隆镇采访记

本报“万里边疆教育行”特别报道组

王洪章是在公交车上接到
那个电话的。

“王洪章吗？你被分到定
日县了。”电话那头说。

旁边的学生听不真切，问
他：“定日？你是定日吗？”

王洪章点点头。

学生们突然爆发出笑声：
“你可惨咯！定日，日喀则的
‘四大金刚’！”

旁边的藏族老人也跟着笑
了起来：“那里苦得很！”

那是2017年的夏天，即将
从西藏大学毕业的王洪章，通

过自治区教师招考，被分配到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因条
件艰苦，定日与其他三县被年
轻人戏称为“四大金刚”。

王洪章最终的去向是定日
县扎西宗乡完全小学。那里，
距珠穆朗玛峰45公里。

大风吹不走的读书声

每天下午，扎西宗乡的风总
会如约而至。壮美的珠峰地区，
带给游客的是震撼和新奇，然而
对长期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来说，
则意味着恶劣的生存条件。海拔

4375 米 ， 缺 氧 ， 强 烈 的 紫 外
线，还有从世界屋脊上倾泻而下
的大风，能把一切柔弱、没有根
基的东西一扫而空。

然而，大风中，清脆的读书
声，从未停止。

扎西宗乡完小，这所距世界
最高峰最近的学校，拥有 6 个年
级 12 个教学班。28 名教师和
528 名学生一起，呵护着这一方
小小的校园。

从东到西，扎西宗乡唯一的
街道两三百米长，通往外界的公
路只有一条。（下转第二版）

珠峰脚下的守望
——西藏定日县扎西宗乡采访记

本报“万里边疆教育行”特别报道组

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1949年1111..77万人万人

2018年38333833万人万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1949年00..2626%%

2018年4848..11%%

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

1949年11..6161万人万人

2018年167167..2828万人万人
研究生人数

1949年629629人人

2018年273273..1313万人万人
普通高校数量

1949年205205所所

2018年26632663所所

数说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变化

数据来源:教育部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 制图：中国教育报 李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