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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教育家成长计划”公告
··公告公告··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现
和培养一批扎根中国、融通中外、
立足时代、面向未来的基础教育杰
出人才，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北京
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和广东省国强
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未来教育家
成长计划”项目，计划用 10 年时
间，面向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培养
100 位长期坚守在教育教学和管理
一线，对基础教育有深刻理解，有
坚定的教育信念、深厚的教育情
怀、先进的办学思想和管理理念，
并且取得卓越办学成果的杰出中小
学校长，由此带动和培养一批新时

代的“未来教育家”。
首期项目将于2020年9月正式

启动，项目实施周期为 10 年，即
2020 年至 2030 年，每两年为一期，
共 5 期。每期推荐 20 人入选“未来
教育家领航班”参加系统研修培训，
每人资助20万元。项目资金由广东
省国强公益基金会捐赠。

项目主办单位为中国陶行知研
究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承办单位
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家
书院。顾问团队由中国教育学会名
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
明远与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叶澜

领衔，中国教育学会前会长、北京
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教授担任项
目导师委员会主席。导师委员会成
员包括教育部、高校、中小学等在
全国具有较高声誉和影响力的著名
学者、知名专家。

项目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10
月30日，了解招募办法及申报表填
写，请扫描二维码：

联系电话：李老师 13699192506 邮 箱： jiaoyujiabnu@163.com

“今天，我要自豪地说，武
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我们打
赢了！”8月30日晚，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第一临床学院
院长、附属协和医院院长胡豫
教授，为200余名医学生上开
学第一课时，深情回顾那段惊
心动魄、刻骨铭心的岁月。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战场上，胡豫凝聚医者力量，
践行医者仁心，用白衣逆行的
感人事实来淬炼学生的医学

之魂；三十载医学改革创新，
善下“先手棋”，培养新时代医
学人才；在祖国大地上，师生
共书医学创新的时代答卷。
前不久，他当选2020年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

最 好 的 教 育 方
式，莫过于以身垂范

2月 10日，习近平总书
记与武汉一线医护工作者视
频连线，胡豫代表协和医院
作出凝心聚力、攻坚克难、
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的坚强
保证。他是这么说的，更是
这么做的。

作为协和医院院长，胡
豫带领全院迅速投入到对抗
新冠病毒的战斗中。他说：

“只要国家有需要，协和就倾
其所有。”在和死神赛跑的过
程中，协和医院先后开辟了3
个院区、2所方舱医院共5个

战场，收治5200多人次新冠
肺炎患者，接诊2万多名发热
患者，是湖北省此次抗击疫
情收治病患最多的医院之
一，成为战疫前线的“航
母”级医院，为武汉保卫战
的胜利贡献了协和力量。

疫情最危急的时候，胡豫
不分昼夜落实开展核酸检
测、改造重症患者定点医
院、开建方舱医院，为救治
患者、加强防控殚精竭虑。在
协和医院肿瘤中心全面完成
隔离病房改造之际，寒潮来
袭，2月15日那天，56岁的胡
豫在风雨中督导新冠肺炎患
者转运，战疫不停。当天完成
499名患者的转运收治，前3
天共计收治患者近 800 人，
履行了“应收尽收”的诺言。

“记忆最深的是方舱医院
的建设，我当时在武汉国际会
展中心看了场地，觉得非常困

难，因为这里是会展场馆，没
有制暖设备，厕所很少，医护
人员的隔离，三区两通道的病
房设置都做不到。但是我们想
尽一切办法，最终在48小时
内按照标准完成了全部改造，
完工的当晚就收治了600多
人。”胡豫回忆说，这种中国速
度、中国力量，就是时代教育
最好的“养分”。

在他的激励下，协和医
院的青年医学生以多种形式
参与到疫情防控斗争中，不
少学生积极行动，参与临床
协调、后勤保障、科技攻
关、科普宣传和志愿者工
作，与前线的老师并肩作战。

“不待扬鞭自奋蹄”，抗
疫战场上，胡豫在一线奋战
的一幕幕流传在学生的班级
群、朋友圈中。他用医者与师
者的担当使命，为第一临床学
院的所有学生上了最生动的

一堂思政课。他冲锋在前、勇于
担当、无所畏惧的精神，为广大
青年学子做出了表率，不少学
生以多种形式参与到疫情防控
斗争中，临床协调、后勤保
障、科技攻关、科普宣传、志
愿服务……学生们以默默的行
动与前线的老师并肩作战，共
同汇聚起战疫的磅礴之力。

与时俱进，培养卓
越医学人才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勇
担时代命运的“卓越医学人
才”，如何下好医学教育改革的

“先手棋”？这是胸怀家国情怀
的医学教育工作者必须回答的
时代之问！ （下转第八版）

以身垂范以身垂范 育医学人才育医学人才
——记2020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胡豫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聂文闻

新华社北京 9 月 14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全
文如下。

在全党开展以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主要内容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实现了理论学习有
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
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
洁作表率的目标任务。为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持续
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切
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
人民群众为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
命而不懈奋斗，现就巩固深化“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提出如下意见。

一、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坚持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继续在学懂
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使全党始终保
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
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县处级以
上领导班子要落实党委（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每年至少
举办1期读书班，列出专题，集中学
习研讨。党员领导干部要列出年度
重点书目学习，每年至少到分管领
域、学校等基层单位或所在党支部
讲1次专题党课。党员要按时参加党
员大会、党小组会和上党课，通过
学典型案例、听理论宣讲，增强学
习效果。

二、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
教育。坚持集中培训与日常教育相
结合、组织教育与自我提高相结
合，引导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
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
舵。党员、干部要把党章作为必修
课，经常学习对照，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和领
导干部任职培训，要把党章作为必
学内容。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每年安排1次党章集体学习，党
支部每年组织1次党章专题学习交
流。强化对党忠诚教育，落实主题
党日制度，坚持和完善重温入党誓
词、党员过“政治生日”等政治仪
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强化党的
意识、党员意识。加强党规党纪教
育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
育，督促党员、干部强化组织观
念，做到“四个服从”。就近就便用
好红色资源、党性教育基地等，开

展革命传统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前行动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专题教育，让党员、干部学习了解党成立以
来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了解党的光荣传统、宝
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三、开展经常性政治体检。把政治体检作为党员、干部自觉打扫思想
政治灰尘、不断增强政治免疫力的重要途径，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用足用
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及时检视整改违背初心使命的各种问
题，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要经常对照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
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查找自身在政治、思想、
组织、作风、能力、廉洁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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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9月1日，秋季学期开学第
一天，甘肃省临夏县尹集镇新
发小学的教师陶海月出发了，
她要去探望一个“玻璃一般的
女孩”，该校唯一送教上门的学
生高艳艳。

光从外表来看，艳艳除了
个头偏小，就是个普通的10岁
女孩。她爱美，乌黑的头发绑
成粗大的马尾辫，红色的发圈
在头顶系成蝴蝶结的形状；她
爱唱歌，什么歌流行她唱什
么，往往听上两三遍就能完整
唱下来；她爱玩游戏，也会抱
着手机玩猫咪填色到停不下来。

可是她不能像其他10岁女
孩那样，坐在教室听老师讲课、
在操场上和朋友们追逐打闹。

“全身上下 80 多处骨折，
她就像块玻璃一样。”校长朱东
辉介绍，艳艳患有一种先天性
的疾病，对旁人而言轻微的碰
撞，对她都会造成难言的痛
苦，也让她无法过上普通人习
以为常的生活。

送教上门的出现，就成为

了照亮这个“玻璃女孩”的教
育之光。

“这是什么？草字头。”
“hu——ā——huā——”
“横，竖，竖，撇，竖，

撇，竖弯钩……”
高家的小院正中央长着一

株茂密的李子树，半黄半紫的
李子垂坠下来，压弯了几根树
枝，随着微风与琅琅书声摇
曳。陶海月和艳艳就坐在落地
的玻璃窗后，一个用粉笔在小
黑板上描画，一个一边用手指
在书页上摹写，一边还要随着
节奏在桌下轻轻晃腿。

茶几当作课桌，行军床当
作座椅，搭建起了这对师生专属
的家庭课堂。教材、手绘图画、生
字卡片、彩笔、小黑板、营养早

餐，一应俱全，这些携带着校园
气息的小装备，随着陶海月走过
4公里多的山路，送到了足不出
户的艳艳手中。

“第一次去艳艳家的时候是
冬天，那天天气特别冷，本就
颠簸的山路变得格外难走，让我
对送教产生了一些不情愿的情
绪。当我们到了艳艳家，看到一
个眼睛里有星星的女孩，一见到
我就跟我说：‘老师好！’她对知
识的渴望瞬间冲淡了我一路上
的复杂情绪。”3年前，刚刚毕业
的陶海月接到为艳艳送教的任
务，这个当时才23岁的女孩自
己也不确定，如果没有艳艳强
烈的求知欲望支撑，她是不是
能坚持走下来这段送教路。

（下转第三版）

教育之光照亮“玻璃女孩”
本报记者 杨文轶 张婷 于珍 武冰洁

个头不高，但讲起话来字
字铿锵；年近花甲，一谈起马克
思便激情澎湃；身体患疾，仍始
终把思政教育放在第一……从
事高校思政工作35年，海南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云
阁从未停止过热爱的脚步和钻
研的劲头。他以“真学”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态度、“真懂”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真

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觉悟、
“真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
神，描绘出一名高校思政课教
师，如何终其一生学习好、传
播好、发展好马克思主义的人
生轨迹。

真学真信，坚定马
克思主义信仰

张云阁和马克思主义的结
缘起于1981年。彼时，他刚
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治教育
专业，入学时，系里安排观看
连续剧《卡尔·马克思的青年
时代》。电影镜头对准青年马克
思，对张云阁而言，似有一种
人生经历的共鸣，迅速激发了
他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欲望。

连续剧播放刚过半，张云
阁就起身前往图书馆。“马克思
太伟大了，马克思主义就是科
学、就是真理，光看连续剧不

解渴，必须去找原著来看。”张
云阁希望从马克思身上和马克
思主义中汲取灵感，进而用马
克思主义去分析世界上发生的
一切。

大学毕业后，张云阁回
到家乡，在一所师范院校当思
政课教师，其间17年，他仍对
探究马克思复杂的思想世界
念兹在兹。2002年，他携妻儿
来到吉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一门心思研究马克思。

“读博3年，是最辛苦的时
期，也是收获最大的时期。”张
云阁回忆起那段时光，妻子读
研，孩子上初中，全家没有收
入，生活清贫，每天家庭、教室
两点一线。在这3年里，他潜心
研读黑格尔、马克思等人撰写
的文献，在卷帙浩繁中一边探
索一边收获，更加深了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复杂内涵的理解。

2005年，张云阁博士
毕业后选择到海南大学任
教。从东北到海南，他对马
克思主义的热情与坚定不因
时空的转变而递减，相反，
张云阁在海南安居定业后，
更加全身心地投入了马克思
的研究。

带领团队、讲授课程、
做好研究……作为院长、一线
教师，张云阁每天的时间安
排得满满当当。还有3年就
退休了，许多同龄人已进入

“半退休”状态，工作放一
放，身体养一养，可张云阁
不管面临何种状况，毫不动
摇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即
使没有专门的时间学习，也
要从别的事情上“挤”出
来，他早就把学深悟透马克
思主义真理当作精神追求、
当作职业习惯。

日积月累，如今他家已有近
5000 册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藏
书，藏书量达学院图书馆的四分
之一。

2017年，张云阁因工作过
度劳累，4次住院。住院期间，
他依然牵挂着课程建设、学生学
习，在病床上，他用网络视频与
课程组的老师们进行集体备课，
出院第二天就站回了教室的讲
台。

“马克思主义是我终身坚定
的信仰。”张云阁说，思政课教
师要有十足的底气，才能从传
播知识的教书匠，晋升为塑造
学生品行的引路人。

（下转第八版）

一生一心一生一心 为学生引路为学生引路
——记2020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海南大学教授张云阁

本报记者 刘晓惠

【新闻·深度】

老年大学缘何“一座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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