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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
“90后”党员：

来信收悉。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斗争中，你们青年
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
疫情防控人员一道，不畏艰
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
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
出了合格答卷。广大青年用

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
年 是 好 样 的 ， 是 堪 当 大 任
的！我向你们、向奋斗在疫
情防控各条战线上的广大青
年，致以诚挚的问候！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
领 、 有 担 当 ， 国 家 就 有 前
途，民族就有希望。希望你
们努力在为人民服务中茁壮

成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
志品质、在实践中增长工作
本领，继续在救死扶伤的岗
位上拼搏奋战，带动广大青
年不惧风雨、勇挑重担，让
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
方绽放绚丽之花。

习近平
2020年3月15日

习近平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的回信

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月15日
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

“90后”党员回信，向他们和奋
斗在疫情防控各条战线上的广
大青年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你
们青年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的
广大疫情防控人员一道，不畏
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
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
了合格答卷。广大青年用行动
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
样的，是堪当大任的！

习近平指出，青年一代有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
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希
望你们努力在为人民服务中茁
壮成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
志品质、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
领，继续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

拼搏奋战，带动广大青年不惧
风雨、勇挑重担，让青春在党
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
之花。

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斗争
中，以“90后”为代表的青年

一代挺身而出、担当奉献，充
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精
神风貌。在4.2万多名驰援湖北
的医护人员中，就有1.2万多名
是“90后”，其中相当一部分还
是“95后”甚至“00后”。近

日，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的34
名“90后”党员给习近平总书
记写信，汇报了在抗疫一线抢
救生命的情况，表达了继续发
挥党员作用、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

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
央对医疗队员的关怀，大家一
定认真学习领悟回信精神，在
前线发挥‘90 后’的全部能
量，打好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

3月16日上午11时，现场
聆听中央指导组综合组组长侯
万军宣读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
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
党员的回信，给总书记写信的
主笔人之一、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援鄂医疗队第4临时党支部
书记王奔难掩激动。“这次疫
情，无数‘90后’‘00后’年
轻人奋战在前线。写这封信的
最初用意，就是想向习近平总
书记和党中央、向全国人民汇
报前线‘90后’的工作和青春
风采，传达出属于新时代‘90
后’自己的声音。”

3月10日，在疫情防控关
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武
汉一线，充分肯定了医务人员在

此次疫情中作出的重大贡献。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两名“90后”
临时党支部书记王奔和吴超深
受鼓舞，次日，他们代表北京大
学3家附属医院援鄂医疗队34
名“90后”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
写了一封信，表达了“90后”一线
人员不怕苦、不怕牺牲的坚定信
心，承诺会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健
康放在第一位，以坚定的信念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90后”
的青春力量。

自2月7日驰援武汉以来，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援鄂医疗队
第2临时党支部书记、神经外
科主治医师吴超一直被周围的
队友感动着，并见证着在这场
抗疫战争中，“90后”党员们是
怎样以舍生忘死的行动，践行
着入党的初心与誓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际
遇，已近而立之年，这次抗击
疫情是给我们的最好成人礼，
我们即将‘立’起的不仅是信

心和能力，还有更多的家国情
怀和历史担当。”吴超感慨道，
不管是取得这次抗疫胜利，还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青
年一代一定是闯关夺隘、攻城
拔寨的先锋力量，也必将肩负
重任。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援鄂医
疗队临时党总支青年委员、心
血管内科护师王雅亭，看到了
在抗疫一线，从严格管理病房
到完善工作制度，从为危重病
人进行俯卧位通气到延续“三
米阳光”护理文化理念，从后
勤物资分发到临床小创新，“90
后”青年护理党员、团员的时
刻都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援鄂医
疗队队员、儿科护士李嘉茵，
在援鄂期间入党。今年刚满30
岁的她，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在
回信中指出“青年一代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
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备受

鼓舞。“这段援鄂经历让我更好
地学会担当，学会理解与包
容，也让我更好地成长，必将
成为今后工作生活中最宝贵的
一笔财富。”李嘉茵说。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
信，内心感到非常温暖和感
动。相信我们一定不辜负总书
记的期望，坚决打赢武汉保卫
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援鄂医
疗队队员、消化内科医生董锦
沛说。

北京大学高度重视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奔赴前
线的 427名白衣战士中有 171
名党员，其中“90后”党员34
名，3家附属医院在前线一共成
立了11个临时党支部，在战疫
前线构建起凝聚全体医疗队员
的坚强堡垒。在与新冠肺炎疫
情殊死搏斗的战场上，121名
医疗队员向党组织郑重提交了
入党申请书，共有28名医护人
员在战疫前线光荣入党。

为 战 疫 贡 献 青 春 力 量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在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90”后党员中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记者 柴葳 通讯员 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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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
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
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
对性。”2019年3月18日，在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
诲，给各地推进思政课改革创
新指明了方向。

一年来，各地认真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不断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引
入VR和AR技术、开设面向
全球观众的慕课、校长亲自为
本科生授课……这些多样化的
授课形式，如今在全国各地中
小学、大学思政课的课堂上屡
见不鲜。一年来，围绕怎样上
好思政课，各地各校思政课教
师们面对年轻的学生群体，也
与时俱进，通过充实且丰富多
彩的授课内容，使昔日枯燥乏
味的思政课，变成了今天的“网
红课”，成为学生最期待、最喜
爱的课程之一。

小课堂连上时代大课堂
岁末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亿万人民
的心，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疫。疫情防控
的战场，是思政课在当下最生动
的课堂。党领导人民抗击疫情
的伟大实践，是一部鲜活的爱党
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

眼下，很多高校把“云端”课
堂与战疫现实有机结合。北京
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
织各课程组整理制作抗疫专题
教育素材，在开课第一天的“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授
课教师结合学生在春节期间的
生活和见闻，分析和解读当前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所彰显
出的我国强大的凝聚力，潜移默
化增强学生爱党爱国信念。

中国农业大学挖掘疫情防
控中爱国主义教育等思想政治
教育元素，将之融入教育教学
过程。该校王元磊讲授的“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从近代以
来面对国内外危机时的不同应
对切入，阐释负责任的、为人民
服务的政府对人民对国家的重
要性，讲述中国的制度优势和
大国担当，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疫情防控阻击战，发挥思政课
在凝聚共识、坚定信心、统一行
动方面的重要作用。

思政教育远不只是课堂上
教学生理念、知识，它的本质特
征是育人，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
性相统一，将学习历史与了解现
实相结合，把思政小课堂连接社
会大课堂。一年来，这种共识
转化为越来越多学校推动思政
课教学改革的自觉行动。

从全国各地中小学广泛开展

的各种“我和五星红旗同框”“我
和五星红旗合个影”等红旗主题
教育活动，到2019年《开学第一
课》的“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
主题班会；从全国高校广泛开
展的“青春告白祖国”系列活动，
到“小我融入大我，青春献给祖
国”主题实践活动……家和国，成
为2019年的热词，成为牵引无数
青年不断向上生长的力量。

这一年，全国2900多所高
校3800多万名大学生用自己
的语言、自己的体验，通过分享
实践体验和成果收获，将社会
实践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讲出来、拍出来、演出来，积极
传播青春正能量。这些都成为
一堂堂生动展现当代大学生爱
国情、强国志、报国行的爱国主
义实践课。

在南京林业大学，“水杉支
教团”连续多年组织大学生志
愿者赴四川大凉山等地支教。

“走进社会的大课堂，我才真切

感受到祖国的博大壮美。爱国
不仅是书上的文字，它真正成
为我情感的归属和肩上的责
任。”在“水杉支教走进思政课
堂”宣讲会上，参与2018年支
教活动的盛宏成说，“心里装着
国家和民族，我们扎根祖国广
袤大地，奉献青春，践行理想。”

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
中学思政课上，教师陈明青结
合高中生特点，创新教育教学
方法，注重在把握学生“思想
起点”的基础上说理，创设具
有真实性、思考性、开放性的
情境，在逻辑思辨中明理，让
学生产生共情、真懂真信。

价值观就好比是盐，只有
放入菜里才能被吸收。为了激
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
这一年，不少学校还动员各方
面资源，按照课堂教学需要，跨
界邀请来了各种“外援”：杭州
师范大学钱江学院请来了一位

“最美天使”护士长，现场解
答护理专业学生的青春之问；
浙江树人大学请“玻璃女
孩”，说理想和行动；杭州时
代小学请钱学森之子钱永刚，
和小学生谈理想，让学校小课
堂连接起了社会大课堂。

这一年，各地中小学也开
始尝试开门办学、开门办思政
课。在杭州，上城区不少学校
通过“时事演讲”“模拟法庭”

“情景表演”等载体，让思政课
堂灵动起来。一些学校在融通
政府、家庭、社会等校内外资源
共同参与思政教育实践的同
时，探索“行走德育”，突破学校
围墙。

“课程思政”与思政
课程携手同向同行

“宏观经济学”第一课，西南
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教师吴钢
就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巨大的手
掌：教学内容分为5个部分，分
别对应5个手指，每一个知识单
元的内容都清晰明了地陈列在
手指的纹路上，直观地建构起了

“宏观经济学”的知识框架。在
教学中，吴钢还将价值导向融入
这个“巴掌”之中，让专业课成为
铸魂育人的生动课堂。

“经济学是铸魂育人尤其
鲜活的课堂，因为经济学的使
命是经世济民。”吴钢将价值
引领巧妙融入他的“巴掌经济
学”课堂：在国民收入板块，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宏观经
济的发展大势；在讲解货币制
度时，带领学生正确认识金钱
本质、树立正确金钱价值观；
在讲授经济增长的章节时，用
中西经济增速的数据对比，生
动呈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
巨大成就……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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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16日讯（记
者 林焕新）为落实《中国教育
现代化2035》的战略部署，发展
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日
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三个
课堂”应用的指导意见》，明确到
2022年，全面实现“专递课堂”

“名师课堂”和“名校网络课堂”
在广大中小学校的常态化按需
应用，建立健全利用信息化手段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
效机制，开不齐开不足开不好课
的问题得到根本改变，课堂教学
质量显著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
信息素养持续优化，学校办学水
平普遍提升，区域、城乡、校际差
距有效弥合，推动实现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

《意见》指出“三个课堂”有
各自的应用模式。其中，“专递课
堂”强调专门性，主要针对农村薄
弱学校和教学点缺少师资、开不
出开不足开不好国家规定课程的

问题，采用网上专门开课、利用互
联网推送优质教育资源等形式，
促进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名师
课堂”强调共享性，主要针对教师
教学能力不强、专业发展水平不
高的问题，通过组建网络研修共
同体等方式，使名师资源得到更
大范围共享，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名校网络课堂”强调开放
性，主要针对有效缩小区域、城
乡、校际之间教育质量差距的迫
切需求，通过网络学校、网络课
程等形式，系统性、全方位地推
动优质教育资源在区域或全国
范围内共享，满足学生对个性化
发展和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意见》明确了五项主要任
务：

一是各级教育部门加强统
筹规划和落地实施。鼓励因地
制宜、创新路径、分类推进，形成
区域内、区域间“三个课堂”应
用的新形态。 （下转第三版）

教育部印发有关“专递课堂”“名师课堂”
“名校网络课堂”应用指导意见

2022年全面实现“三个课堂”
在中小学校常态化按需应用

“期待已久的开学时刻终于
到来了，看到美丽干净的校园，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3月16日
一大早，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十一
中学高三学生于小丽在接受完体
温检测后，走进校园，开始久违
的新学期校园学习生活。至此，
全疆初三、高三年级以及中职学
校毕业年级的51万名学生正式
开学。

开学前，乌鲁木齐市第十一
中学对全校的楼道、办公室、教
室、功能室、卫生间等区域进行
了全面消毒，不留死角、不留盲
区。连日来，为确保学生在校期
间的健康安全，新疆各学校积极
组织教职工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培
训，有序安排开学前的各项准备
工作，购买测温仪、消毒水、口
罩等物资，提前对学校内的公共
区域进行清理，对教室、宿舍、
食堂等学生重点活动场所每天进
行消毒。

3 月 16 日，贵州全省高
三、初三年级也全部开学。在贵
州省贵安新区第三高级中学，高
三年级336名学生除一人因为感
冒没有到校以外，其他人均按时
到校，初三年级84名学生也全
部到校。

贵安新区第三高级中学校长
李远康介绍，为确保顺利开学，
学校不但多次召开会议研判疫情
防控及部署工作，对教室、食
堂、办公室和宿舍等场所进行消
毒，开学前还组织了3次疫情防
控演练。

3月 16日上午，记者在贵
州省贵安新区北大培文高级中学
高三（2）班教室看见，学生都
是单人单桌，而且前后左右之间
的距离都保持在两尺以上。“眼
看着高考一天天临近了，我们做
梦都在盼望着早一天开学。”该
校学生周倩颖说。

（下转第三版）

“期待已久的开学时刻终于到来了”
——新疆贵州初三高三年级开学

本报记者 蒋夫尔 景应忠

3月16日，在贵州省剑河县第三中学，学生正有序进入学校。 杨家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