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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值此厦门大学建校 100 周年之际，我向全体师生员工
和海内外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厦门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大学。100 年来，学
校秉持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立校志向，形成了“爱
国、革命、自强、科学”的优良校风，打造了鲜明的办学
特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中
华文化海外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希
望厦门大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全面提升服务区域发展和国家战略能力，为增强中华
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1年4月6日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贺信

习近平致信祝贺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
希望厦门大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全面提升服务区域发展
和国家战略能力，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 4 月 6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 日致信祝贺厦门大学建校 100
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
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厦门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
的大学。100年来，学校秉持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
立校志向，形成了“爱国、革命、自强、科学”的优良校
风，打造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希望厦门大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与时俱进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全面提升服务区域发展和国家战略能
力，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 1921 年
创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100
年来，学校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以服务
国家、服务人民为己任，先后为国家培养了 40 多万名优
秀人才，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本报厦门 4 月 6 日讯 （记者 熊
杰 任赫） 今天，厦门大学在学校建
南大会堂举行建校 100 周年庆祝大
会，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现场 3000 多
人参加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
祝贺厦门大学建校 100 周年，向全体
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致以热烈的祝
贺和诚挚的问候。会上，教育部党组
书记、部长陈宝生宣读了习近平总书
记贺信并致辞。

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说，习近
平总书记长期以来一直关心厦门大学
的建设和发展，关爱厦门大学的师
生。总书记在厦门和福建省工作期
间，多次到学校考察、调研，多次看望
教师代表，也指导过厦大学子加强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深入开展社会实
践。总书记要求学生在学习实践过程
中，要培养吃苦精神，不断加强自己的
意志品质训练。总书记的贺信，极大
地振奋了师生员工的精神，也鼓舞了

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士气，广大
校友和师生倍感温暖。厦门大学将按
照总书记贺信的要求，扎根厦门，立
足福建，放眼全国，努力在服务区域
发展，服务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战略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扮演更重要的角
色。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立意高远、
内涵深刻、意蕴深邃，对厦门大学的办
学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更重要的
是对厦门大学未来发展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厦
门大学校长张荣说，学校将贯彻落实
总书记贺信精神，把总书记的要求落
实到工作中去，贯穿在人才培养、科技
创新、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以及
国际交流合作工作当中，把我们的人
才队伍建好，把我们的学科建好。牢
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早日建成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这对
厦大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鞭策。”中

科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
授孙世刚说。厦大在百年办学过程中
培养了大批人才，我们要继续不忘初
心，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我们要按总书记要求，把
厦大的“四种精神”，即陈嘉庚先生的
爱国精神、罗扬才烈士的革命精神、以
萨本栋校长为代表的艰苦办学的自强
精神和以王亚南校长、陈景润教授为
代表的科学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为
祖国的建设和富强作出更大的贡献。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经
济学院统计学与数据科学系教授钟威
说，作为青年教师，我非常激动，感动
于习近平总书记对高等教育，特别是
对厦门大学的重视和关心。“我的本职
专业是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数据科
学，现在正值大数据时代，国家急需大
数据人才，我们感到了责任，下一步，
一定要按总书记要求，为国家培养更
多的大数据经济相关人才。”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在厦大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本报北京4月6日讯 （记者 林焕
新） 今天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
日前发布公告，就 《未成年人学校保
护规定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
见。意见稿对保证学生休息、预防校
园欺凌、防治性侵等多方面作出明确
规定。

意见稿分为总则、保护范畴、保
护制度、特别保护、保护机制、支持
与监督、责任与处理、附则等八个章
节。

其中，在保护范畴章节，意见稿
就人身安全、人格权益、受教育权等
十一项作了规定。意见稿明确，要保
证未成年人的休息时间。学校不得要
求学生在规定的上课时间前提前到校
参加统一的课程教学活动，不得限制
学生课间出教室活动。义务教育学校
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
寒暑假，组织学生集体补课；不得以
集体补课等形式侵占学生休息时间。

在保护制度章节，意见稿提出校
规管理、教学管理、读物管理、体质
管理、心理健康、教师管理、校车管
理、网络管理等十二项规定。针对网
络管理，特别提出学校应当禁止学生
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
者在校园内使用，对经允许带入的，
应当统一管理，禁止带入课堂。

在特别保护章节，意见稿提出八
条相关规定，包括防控要求、预防欺
凌教育、预防机制、欺凌制止、欺凌
关注、欺凌处置、防治性侵、入职查
询。要求学校落实法律规定建立学生
欺凌防控与预防性侵害、性骚扰等工
作制度，建立对学生欺凌、性侵害、
性骚扰行为的零容忍处理机制。教师
应当关注由于身体条件、家庭背景或
者学习成绩等原因可能处于弱势或者
特殊地位的学生，发现学生存在被孤
立、排挤等情形的，应当及时干预。
在入职查询方面，学校应当严格执行

入职报告和准入查询制度，在聘用教
职工或引入志愿者、社工等校外人员
时，应当要求相关人员如实报告本人
是否存在违法、犯罪行为及其他不适
合从事未成年人教育工作的不良品
行，并提交承诺书。

此外，意见稿提出，校长是学生
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应当指定一名校
领导直接负责学生保护工作，并明确
具体的工作机构开展保护工作。学校
为从事学生保护工作的人员接受相关
法律、理论和技能的培训提供条件和
支持。教育行政部门未履行对学校的
指导、监督职责，辖区内学校出现严
重侵害学生权益情形的，由上级教育
行政部门、教育督导机构责令改正、
予以通报，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主要
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方式、电子邮
件方式提出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
为2021年4月23日。

教育部就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征求意见
校长是学生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 29 号，这里是
北大红楼，曾是国立北京大学文科、校部及
图书馆的所在地，也是我们今天回望中国共
产党史的光辉起点。

这抹红，点亮了中国的颜色，照亮了民
族的希望。

一层东南角，119 号房间已经复原，这
是昔日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桌
上，一本复制的1919年台历，停留在5月4
日。时光流回百余年前，李大钊在这里写下

《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等重要
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
传播阶段拉开序幕。

巍巍上庠，国运所系。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916 年 12

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大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众多革新人物和学术大
师云集北大。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
刘半农等北大教师，高举“民主”“科学”旗帜，
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北京大学见证着
也创造着一个个“第一”。

从 1918 年起，李大钊陆续在北大开设
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现
代政治”等课程，开中国大学讲授马克思主
义学说之先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在全社
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抓好青
少年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
代代传承。3月8日以来，教育部组织
开展“网上重走长征路”党史故事百所
高校接力讲述活动，从用好学校中蕴
含的丰富党史资源入手，鼓励师生通过
微视频形式，多维讲述党史人物故事与
自身感悟，并以新华网为主平台开展全
网接力推送。其中有北京大学讲述革
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事，感叹烈士的坚贞

不屈与壮丽青春；华东师大讲述新四
军老战士的故事，感受英雄的奋勇前
行与无私奉献；吉林大学讲述黄大年
的故事，感悟模范的炙热初心与远大
理想。目前已有44所高校陆续开讲，
全网关注量 1.5 亿，网民评论数 13.13
万，相关视频播放量 3540 多万次，迅
速形成了追忆峥嵘岁月、探寻红色印
记的党史学习讲述热潮。

挖掘丰富党史资源，以人
物故事弘扬红色传统

每一所高校的校史典籍，都承载

着历史的厚重，蕴藏着珍贵的“红色
记忆”。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顽强
奋斗的英雄人物、忘我奉献的先进模
范，他们的沧桑岁月和光辉业绩，随
着当代青年的用心讲述再一次变得鲜
活起来。

“我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
奋斗，直至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
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这
是时年 30 岁的缪伯英在病危之际对
他的丈夫道出的遗憾。她是中国第一
位女共产党员，也是北京师范大学这
所“红色学府”的巾帼代表。“风雨
飘摇又如何，最是磨难励初心”，北
师大 2017 级本科生党员周心愉把缪
伯英的救国理想与不渝初心讲述给了
更多青年。

（下转第三版）

百校接力讲述 传承红色基因
——教育系统开展“网上重走长征路”党史故事百所高校接力讲述活动

本报记者 宗河

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党 史 中 的 校 史

开栏的话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一所所学校

在栉风沐雨中与党共同成长。学校发展
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之路的
剪影。校史中的英雄事迹、珍贵的历史
物件、鲜活的党员故事、与时俱进的党史
教育课程等，都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百年
历史足迹。今天起，中国教育报推出“红
色记忆·党史中的校史”专栏，从校史故
事出发回顾百年风雨兼程，追忆百年峥
嵘岁月。

➡➡➡详见第四版

长沙：网络空间重构教育新生态 精准击破德育“5+2=0”困局
➡➡➡详见第五版

4 月 6 日，在瑞丽市目瑙社区一核酸检测点，医务人员为一名小
朋友做核酸采样。当日，云南省瑞丽市市区全面开展第二轮全员新冠
肺炎疫情核酸检测。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瑞丽市区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1919年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爆发。五四运动的发起人是北大学生，宣言
的起草人是北大学生，游行队伍的总指挥是
北大学生，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先锋和主力军
也是北大学生。“爱国、进步、民主、科
学”的五四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
想上和干部上做了准备。

1918 年 8 月至 1919 年 3 月，青年毛泽
东在北大红楼图书馆工作。就是在那段时
间，他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
想，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救星”。追寻真
理的热血在北大激荡。

1920 年 3 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在李大钊指导下，由 19 位北大进步学
生秘密发起成立，成为中国最早学习、研究
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

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
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
主义小组。次月，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
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这
是中国北方的第一个中共支部，有力推动了马
克思主义在北方的传播，为1921年中共一大建
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准备了条件。

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中
国革命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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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焕新

北大红楼外景。 视觉中国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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