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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印有国徽的奖状拿在手上沉甸
甸的。”近日，在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召开的国家级教学成果经验总结暨推广交
流会上，该院信息工程系主任王永琦激动
地说。此前一天，他刚刚从广西教育厅领
回了荣获 2018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
奖的奖章。

这项名为“‘双线渗透’的农旅特色
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的教
学成果，于 2011 年 3 月立项，2013 年 3
月完成实施方案，实践检验和推广应用时
间为 5 年，该成果 2014 年获得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经拓展后去年又获得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是什么让一所非示范高职院校连获两
次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广西拥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全国知
名的生态旅游资源，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产
业需要大量的高端技能型人才，而电子商
务专业存在着专业培养与人才需求脱节、
教学资源短缺、职业素养难养成等问题，
亟须进行教育教学改革。

针对电子商务专业教学上存在的这一
痛点，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探索了“农
产品+实训基地”的模式，通过校企融
合，建立校中企，解决了电子商务专业学
生实习的问题。2014年，“校企共建农产
品流通实训基地的研究与实践项目”获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之后电子商务专
业学生越来越多，学院在传统教学主线基
础上，开辟乡村特色教学新主线，两线相
互融合，围绕人才培养体系的目标、规
格、管理、过程、方法和评价 6 个方面，
将服务农产品流通与乡村旅游双线渗透。
如在课堂教学中，采用“赶圩、走秀、开
关、进企”等教学方法，在项目实践中，
通过“说农、任农、助农”育人，这样的
讲课方式深受学生欢迎。

广西经贸职院 2014 级学生欧阳孔鹏来自梧州市苍梧县木双镇友
谊村，学院在教学过程中引导他说农、认农、助农，他通过描述家乡
的农旅物产资源，组建团队，挖掘、包装、策划和设计农旅电商项
目。欧阳孔鹏依托驻村第一书记、金桥电子商务产业园等资源，通过
众筹、线上直播、MV、微信公众号等互联网渠道进行推广传播，成
功地将原生态的农旅资源开发成商品，让自己的家乡友谊村摇身一变
成了一个农旅“o2o”体验的原生态特色旅游村。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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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进行时主题教育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 王志鹏） 连
日来，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省
长李国英、省委副书记信长星分
别到安徽大学、合肥学院、巢湖
学院和安徽工业大学等高校调研
指导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

省领导们深入高校，详细了
解主题教育开展情况，认真查看
了高校开展主题教育工作方案和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各方面推进情况，
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了学校
工作汇报和部分教师代表发言，
要求各高校把开展主题教育与抓
好高校改革发展结合起来，立足
学校实际，深入调研检视问题，
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严实作风确

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在调研中，李锦斌来到安徽大

学，走访了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
作中心、法学院，参观了学校建设
成果展，主持召开了座谈会。会
上他指出，在高校开展主题教育，
是加强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
作、确保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
的重要机遇，是促进高等教育内
涵式发展的有效载体，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强大动力。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重要论述，突出
中央精神、做好规定动作，突出高
校特点、做好创新动作，突出分类
指导、做好自选动作，推动高校主
题教育高质量开展。

安徽省领导深入高校
指导主题教育

本报讯 （记者 刘玉） 按照
辽宁省委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的工作部署，去年 3 月份，东
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师李
勇受学校委派，到义县大定堡乡
石桥子村驻村工作，担任第一书
记。他在村里带头示范种植百香
果，第一年销售额就超过 10 万
元。“不光我们这些第一书记在
田间地头摸爬滚打，校园里的

‘后援团’同样在为精准扶贫努
力。”李勇说。

为更好地服务于驻村扶贫工
作，解决乡村特色农产品推广难
题，东北财经大学党委统筹各方
力量，安排该校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院依托专业优势，开发了“辽
宁乡村行”第一书记电商平台，

以“互联网+”助力精准扶贫。
该平台依托一批长期从事电商理
论研究实践推广的专职教师和学
生创新创业团队，为驻村第一书
记牵线搭桥，帮助贫困地区销售
农产品。

电商平台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上线运行，不仅帮助校内驻村

“第一书记”解决了农产品销售
难题，其他高校的驻村“第一书
记”也跟着“沾光”。目前，辽
宁省内有 50 余个村的 70 余种农
特产品在微信平台上销售。

借着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的契机，东北财
经大学正努力提升电商平台覆盖
面和服务能力，努力在助力精准
扶贫上作出更多贡献。

东北财大“第一书记电商平台”
助力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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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精心育人的一代师
表，她是潜心教改的一面旗
帜。耕耘杏坛 68 载的于漪，
书写了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
佳话，创造了从一名普通中学
教师到“人民教育家”的时代
传奇。

“人生为一大事来。”68
载，世事几多沉浮，青丝变作
白发。于漪把一生都奉献给了
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如今，国家
和人民授予她“人民教育家”的
荣誉称号，是对她一生无怨无
悔奉献教育事业、做好教书育
人这一人生大事的褒奖。她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
好老师的杰出代表，是值得全
国人民敬重的“大先生”。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每一
位教师都是新中国教育大厦的
建设者，新中国教育 70 年来
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而于漪无疑是这一奇迹最具代
表性和说服力的见证者、推动
者之一。她如何实现了人生的
升华？正如于漪自己所说，她
就是坚守了新中国教师的本
分。话虽简单质朴，但其中承
载的责任、情怀和理想担当，
却无比宝贵而厚重。

近 70 年的职业生涯中，于
漪在教育教学方面取得的突出
成就，一是育人，一是教改。“成
为社会的好公民，服务国家，服
务人民。”朴素的话语背后，是

于漪坚定不移的育人理念，她
始终把“德”放在育人的首位。
她一辈子坚守三尺讲台，矢志
不忘的就是教书育人、立德树
人，一直抱着感恩的心情从事
教育工作，即便遭逢世事变迁
和疾病困扰，也丝毫不曾退
却。为提高育人成效，于漪始
终把全部身心扑在教育教学
上，她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教育
规律，积极投身各项教学改革，
提出了“既教文，又教人”的卓
越见解，并以“人文性”突破了
语文教学原有的“工具性和思
想性”的框架。她是素质教育
的坚定倡导者，提出了“全面育
人观”“教在今天，想在明天”等
先进理念⋯⋯她的一系列教改

探索和实绩，不仅得到了教育界
同仁的认可，也直接影响了义务
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制定。

于漪矢志不渝地推进教学改
革的动力，源自她深刻认识到：质
量是教育事业的生命线。她眼中
的教育质量，不是学生成绩的好
坏、升学率的高低，而是培养的人
的质量。教育质量的核心是价值
取向，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中国
心、中国情，在他们心中厚植爱国
主义情怀，让他们从小就扣好人生
的第一粒扣子。因此，所有教育
工作者都要牢记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
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育质量说到底取决于教师

的质量。每一位人民教师都应始
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争做“四
有”好老师的谆谆嘱托，认真做
好学生的“四个引路人”。事实
上，于漪始终就是这样做的。她
不仅善于育人，培养出了一批批
优秀学生，还善于培养教师：作
为校长，她曾将一所名不见经传
的师范学校办成了全国先进；作
为导师，她带出了一批全国知名
的教学能手、名师，扎实做好了
教师队伍的“传帮带”，实现了
薪火相传。教师资源是最宝贵的
教育资源，当中国教育拥有了无
数高水平的教师，教育质量自然
就能得到最有力的保障。

“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
教师。”这是于漪的名言。她是从
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教育家，她
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我们期待
着，有更多人民教师沿着于漪走
过的教育道路和足迹，不断开拓
进取、勇攀高峰，在新时代的春风
中成长为“四有”好老师，成长为
新的“人民教育家”。

教书育人“大先生”
本报评论员

20 世纪 80 年代，课后活动中，于漪与学生们畅所欲言，亲
如一家。 资料图片

9 月 29 日上午，北京人民
大会堂金色大厅，气氛热烈庄
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这
里隆重举行。

在雄壮激昂的《向祖国致
敬》乐曲声中，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亲自给上海市杨浦高级中
学名誉校长于漪佩戴上金色的

“人民教育家”奖章。
这是共和国首次颁发“人

民教育家”这一国家荣誉称号，
于漪作为基础教育界的唯一代
表获此殊荣。她的教育事迹和
贡献必将永远写在共和国史册
上！

一、信仰

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
精神和深厚灿烂的文化使
我激动不已，我常为自己
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而感到
自豪和骄傲，更始终意识
到自己重任在肩，要终身
进取，做一名“合格”的教
师。 ——于漪

“树中华教师魂，立
民族教育根”，是她教育
生命的原动力

于漪从教 68 年，从一名普
通教师成长为共和国的人民教
育家，最重要的动力何在？

高度自觉的使命与信仰！
自打从教那天起，于漪就

有明确的使命追求。母校江苏
省镇江中学的校训“一切为民
族”伴随她终身。“求学为什
么？从愚昧走向文明，就要立
志为解救苦难的民族于水深火
热之中⋯⋯”当年老师激昂的
话语引导着于漪的人生追求。

“‘一切为民族’这五个大字掷
地铿锵，镌刻在我心中，成为我
铸造师魂的基因。”

她念兹在兹的是民族复
兴、国家富强。“过去，正是我们
民族的奋斗精神与无数先贤的
奉献牺牲，才有中国人民站起
来的新中国；今天，祖国的繁荣
和民族的振兴依然需要我们每
一个人全身心地投入与付出。

作为中华儿女，我深感自己肩
负的历史责任，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

她说，“树中华教师魂，立
民族教育根”是自己终生奋斗
的目标、始终不变的精神追
求。“我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
在，一个肩膀挑着祖国的未
来。”“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合格
的教师。所谓合格，就是不负
祖国的期望、人民的嘱托。”

崇高的信仰，推动着于漪
一步一步攀登上教育的“珠穆
朗玛”。

生活是信仰的重要源泉。
生于1929年的于漪，早年饱受
艰辛。“国家被侵略，遭灾难，普
通老百姓家同样遭殃，受罪，童
年快乐美好的生活被炮火打得
烟消云散。社会现实的教育历
历在目，难以忘怀。”爱党爱国，
为民族振兴而不懈奋斗，早已
成为他们的精神基因。

炮火连天中，于漪辗转求
学：先是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苏
教育学院附属师范学校；一年
后因学校调整，再考入省立淮
安中学；读了一个学期，淮安中
学搬迁，又考入刚刚复校的镇
江中学。

初中教国文的黄老师，每
堂课都全身心投入，走进教材
与文中的人同悲同喜，身历其
境，自己感动，然后再向学生放
射文字波、情感波。他的课堂
深深感动了于漪。

高中数学毛老师，不但教

给了于漪严密的逻辑思维，而
且教会了她严谨的做人道理。
一次数学期中考，同桌的女同
学要于漪帮帮忙，免得再不及
格。同学之间讲义气，考试时
于漪把一道题的解法写在纸条
上递给她时，被毛老师发现了，
他一把抓走了纸条。试卷发下
来，她俩都是零分。“谁知毛老
师还不罢休，把我找去说了一
顿。有几句至今我还记得：‘你
这是帮助同学吗？歪门邪道。
她有困难，不懂，你可以跟她一
起学，讲给她听，还可来问我。
用这种投机取巧不诚实的方
法，不是帮她，是害她。你好好
想想。’离开办公室时，他又加
了一句：‘学习和做人一样，老
老实实，懂吗？’”这件事于漪刻
骨铭心，“从此，我做任何事情
都 要 想 一 想 ：是 否‘ 老 老 实
实’？是否想‘投机取巧’？”

上了复旦大学，于漪碰到
了许多“大先生”。一年级国文
老师是方令孺教授，课堂上旁
征博引，信手拈来，“引导我们
超越阅读的具体文章，认识世
事，了解人情，视野一下子拓宽
了”。教世界教育史的曹孚教
授,上课时“手无片纸，口若悬
河，各个国家教育的发生、发
展、特点、利弊，讲得具体生动，
有理有据，似乎他在那些国家
办过教育一般”。

这些老师，言传身教，为于
漪树立起一个个求学、做人、教
书的标杆，激发了她人生使命
和教育信仰的形成。

没有对民族文化的
血肉亲情，就难有“为中
华民族而教”的高度自觉
的教育信仰

于漪说，“对自己的母语不
热爱，很难有浓烈的民族情、爱

国情”“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求学
的学生，对自己的母语应该有一
种血肉亲情”。

是的，人生使命、教育信仰，
也必须建基于文化自觉之上。古
典诗词是走进中国文化世界的重
要途径。当年有一本别人看不上
眼的石印本《千家诗》，于漪爱不
释手。她说通过读这本诗集，自
己领略了家乡山山水水的非凡美
丽、祖国大地山川的气象万千。

但仅凭古典诗词，尤其是仅
凭个人的兴趣爱好读书，是难以
系统性地把握中华文化精髓的。
走进中华文化深处的那扇门在哪
里？

中国作家中，于漪最喜欢鲁
迅。偶然间，她听说鲁迅为青年
学生开过一张必读书单。她想办
法了解到了这张书单，其中列了

《唐诗纪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
国六朝文》等12种书。“这是一张
很有见地很精到的书目单，教你
读书要知门径，全局在胸，轻重得
体，领会人物的精神风貌。这张
书目单让我领会到读书与做人一
样：要识大体，知先后，知人论世，
知世论人。”于漪说，这12种书她

“并未一一读”，常读一读的是《世
说新语》，常翻一翻的是《四库全
书简明目录》。这样对中国文学、
中华文化就算入“门”了。

但这还不够。
要让文化与自己的身心打成

一片，则“必须专心致志地研读几
部大作家的著作，随着他们的人
生足迹走一遍，才能真正领会他
们的心路历程，领会他们生命的
光辉”。为此，于漪先后通读了辛
弃疾、杜甫和陶渊明三位大家的
著作，“深深进入他们的精神世
界”。

同时，为提高思想认识水平，
她还读了许多思想哲学方面的

书。不但读，她还提倡背一点经
典。“今天，我们要初步具备中华
文化修养，粗知义理，从小应背哪
些书呢？我想应该是构成中华文
化不朽的原典。”她列了三本书：

《论语》《中庸》《老子》。不但要读
和背，而且要“力行”。她说，读经
典要做到把自己的“思想活体”放
进去，从而获得生命的力量。

这就超越了一般的文学欣
赏、文化研究，而进入以文学文化
滋养生命、丰富生命、提升生命的
境界。教育信仰由此而坚定，而
纯粹！

二、奋斗

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
才，要跟着时代前进，怎么会
够呢？我鼓足生命的风帆，
孜孜不倦地追求，顺境不自
傲，受挫更刚强，有使不完的
劲。 ——于漪

1986 年，著名语言学家张志
公阅读于漪《学海探珠》手稿，拍
案赞叹：“于漪教书简直教得着魔
了！”

“着魔了”三个字，道尽了于
漪如痴如醉的教育人生。

无论如何不能做一个
误人子弟的教师

过了“而立之年”，于漪从历
史改行教语文。“b、p、m、f
不认识，汉语语法没学过”，语
文教学的大门在哪里？

“基础教育做的是地底下的
工作，打做人的基础，没有什么惊
人之笔，但是它关系到国家的千
秋万代，关系到学生的青春。一
个孩子只有一个青春啊！”于漪告
诫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误人子
弟。（下转第十版）

人民教育家于漪
《人民教育》 记者 余慧娟 赖配根 李帆 施久铭 任国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