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领 党的二十大特刊

2022年10月19日 星期三主编：张树伟 编辑：杨三喜 设计：聂磊

04

在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开 幕 会 上 ，
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向大会作报告。他指出：“我们要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
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
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报告鼓舞人心，在教育系统引
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师生怀着激
动而振奋的心情，立志以实干实绩
奋力谱写新时代教育新篇章。

坚持科教兴国战略，提升
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

党的二十大开幕之际，各地教育
系统干部师生在严格遵守疫情防控
要求的基础上，或在会议室、办公室、
实验室等公共空间，或在宿舍、家中，
通过网络、电视等方式积极收听收看
开幕会，议报告谈体会。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单
独列出，把教育、科技、人才提到‘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的重要地位。”华东师范
大学党委书记梅兵表示，在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征途中，华东师
大要为“建教育强国”和“以教育强国”
的光荣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
长吴朝晖说：“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报告，我感受到党和国家实施科
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坚定决
心，认识到一流大学在复兴全局中
肩负着教育图强、创新制胜、人才
引领的光荣使命。”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党
委副书记、校长金力表示：“报告为
高等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
现新的跨越指明了时代坐标和历史
航向。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和科技

工作者，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展望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
伟征途，又深感责任重大。”

“教育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
础性支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教
育振兴是民族复兴的应有之义。”上
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许涛表示，在
建设鲜明财经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
征程中，上财要全面加强党的领
导，践行“厚德博学、经济匡时”
的校训精神，培养造就拔尖创新人
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以立德树
人的实际行动和成效在构建新发展
格局中作出新贡献。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也深
感责任在肩，“报告强调，要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作为农业大学的排
头兵，我们要坚持以高水平农业科
技自立自强，深入推进中国特色、
农业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贯彻人才强国战略，强化
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

报告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报
告指出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
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
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这些重要论断，让教育系统干部师生倍
感振奋，纷纷表示将在教育事业新的历
史起点上努力作出新的贡献。

天津职业大学机械工程实训中
心主任、教授李建国说：“报告立足当
前，着眼未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吹响新的前进号角。我
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积极践
行人才强国战略，继续扎根职业教育
实践教学第一线，创新方法、笃行实
干、精益求精，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
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重庆市巴蜀小学党委书记、校长
马宏表示，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将
用奋斗诠释初心，用专业承载使命，
努力让教育高质量发展最终落到学
生的健康快乐成长上，让更多孩子享
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大会报告
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安徽师范大
学党委书记胡朝荣表示，安徽师范
大学将始终坚持党对学校的全面领
导，不断擦亮师范办学底色，全面
实施“基础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

“学科振兴行动计划”，努力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大力培养堪当民族
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
说：“我们将引导青年学子努力成为
堪当重任的‘复兴栋梁、强国先锋’，
加快打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
领域的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引
导全校教师做‘经师’和‘人师’的统
一者，为我国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
较优势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胡明表
示：“我们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紧扣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和教育初心使命，投身‘双
一流’建设与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王
传亮说：“我们要以政治建设为统
领，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
对学校的全面领导，激励师生奋进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办好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大学。”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

报告强调，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

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
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
置创新资源，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
效能。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
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清华大学校长王希勤也深有感触
地说：“我们要努力在创建世界一流大
学方面走在前列，坚持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坚定教育自信，全面提高人
才自主培养质量，促进学生成长为全
面发展的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坚
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积极运用
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学校改革发展，加
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主动服务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过去的十年是极其不平凡的十
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取得了系列举
世瞩目的标志性成果，实现了多维
度的重大历史性突破。”作为科技工
作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
大学教授孙军感到热血沸腾。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
移动专用网络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
任张宏科备受鼓舞，表示要以国家战
略需求为导向，继续“撸起袖子加油
干”，为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提升国家
网络自主创新能力，为世界新型网络
发展提供中国思路、交大方案。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
校长龙腾心潮澎湃地说：“作为党创
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新中国第一
所国防工业院校，北京理工大学要主
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争创尖端
成果、锻造强国利器，践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大学的使命担当！”
华北电力大学党委书记周坚充

满信心地表示，作为以能源电力为优
势特色的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华
北电力大学将争做“科技第一生产
力”的实践者和示范者，助力打赢能
源电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北京科技大学将始终肩负起
‘钢铁强国、科技兴邦’的办学使
命，发挥学校办学特色和优势，着
力推进钢铁产业创新发展、绿色低
碳发展，成为铸就科技强国、制造
强国的‘钢铁脊梁’！”北京科技大
学党委书记武贵龙激动地说。

（统稿：本报见习记者 程旭
采写：本报记者 储召生 董鲁皖
龙 梁丹 陈欣然 刘琴 高毅
哲 林焕新）

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 科教兴国展宏图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全国教育系统干部师生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从“体育场的几间旧房”到
“设施齐全的一层楼”，从“一个人
的战斗”变成“一群人的奋斗”，从

“无人问津”到学生“打卡地”，从
“一片空白”到建成“湖南高校一流
中心”……党的二十大代表、全国优
秀教育工作者、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袁红梅谈起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变化，满是感慨。

2005年，袁红梅进入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是当时该校唯一的专职心
理教师，也是学校的“救火员”。她曾
在楼顶经历“3个小时大营救”，也曾
深夜赶赴湘江边“感动迷失的孩
子”。袁红梅挽救过数百个生命，对
400多名有自杀意念、310名有自杀
行为的学生成功进行了干预。

“心理健康对于人才培养有着固
本培基的重要意义，对于健康中国
建设和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建设也
意义重大。”袁红梅说，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学校的高度重视下，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从“边
缘”走到了“中心”，并一步一步走
向深入，总体经历了解决问题、发
现问题、预防问题3个阶段。心理教
师的角色也从“救火员”“侦察
员”，变成了“护航员”。

中南林业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先后引进7名专职心理教师，目前共
有8名教师，其中1人被评为教授，
3人被评为副教授，力量不断壮大。

“原来中心省级以上科研立项多年为
0，现在有省级以上立项25个。”袁
红梅说，10年来，中心教师“五力
并举”，教师教学能力、咨询服务能
力、科研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
力都得到了很大提升，2016年，学
校获批湖南省首批高校心理素质提
升示范校。

2017年，中心彻底告别了体育
场的几间旧房，学校划拨500平方米
的场地，投资建设全新的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袁红梅带领中心全体教师，
从大件家具到各式软装，把中心布置
得像自己的新家一样，成为校园里一

道独特的风景，被不少学生列为“打
卡地”。

“这10年，最大的变化是学生对
心理健康教育的接纳度越来越高。”
袁红梅欣慰地说。最初的时候，她
雄心勃勃，但迎头被浇了一盆凉
水，中心门可罗雀，“苦苦等待，无
人光顾”。袁红梅说，现在不一样
了，学生都大大方方地走进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而且对心理咨询
的质量要求也提高了。

10年来，该校有近16000名学
生走进中心解开了“心结”。中心也
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心理110”。

“一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相
连，一项事业的发展与时代密不可
分。”曾参与研制湖南多份心理健康
教育文件的袁红梅感慨地说，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变
化，是新时代国家推动高校心理健
康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首次把加强心理健
康服务写进了报告，这是一个关键
的节点。”袁红梅说，10年来，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有了大发展、大变
化。10年来，湖南省先后通过立项

合格心理咨询室、特色成长辅导
室、心理素质提升示范校、心理健
康教育精品项目等，推动湖南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迈上一个又一个台阶，高校心
理健康教育实现了院系全覆盖，并
初步实现了一校一特色。

“2021年，对于湖南高校心理健
康教育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袁红梅告诉记者，这一年，湖南立
项了20个省级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示
范中心，每个中心对口协作2至3所
学校抱团发展、共同提升，如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作为示范中心与湖南女
子学院、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湖南外
国语职业学院等高校一起，打造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共同体，提升心理育人
质量。“相信通过协作共建，各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将会迈上更高一个台阶，
湖南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也将取得
更多突破。”袁红梅说。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袁红梅：

心理健康教育从“边缘”走向“中心”
本报记者 阳锡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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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说变化】

袁红梅与老师一起组织心理沙龙。 张必闻 摄

【二十大时光】

在清华大学大礼堂，清华大学师生在收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今年4月份我带队支援上海
抗疫时，感受到一个最大的变化
就是患者对中药的认可度有了显
著的提高。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之初相比，大家更能接受中医治
疗，也愿意接受中药了。”近日，
党的二十大代表、山东中医药大
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副院长贾新华
表示，“经过抗疫斗争，大家感受
到了中医、中药的疗效，认为很
了不起。”

贾新华是一位有将近二十年
临床工作经验的呼吸科医生，从
武汉最开始暴发疫情以来，贾新
华就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这个
时候需要呼吸科医生进行医疗支
援。我是一名有近20年党龄的共
产党员，我责无旁贷，应该冲上
前线。”2020 年，贾新华作为山
东省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
长，主动逆行奔赴湖北黄冈抗疫
一线。2022年 3月，贾新华再次
出征青岛，4月又带队支援上海抗
疫。

作为中医专家，贾新华亲身经
历了中医药参与抗疫的过程，也见
证了患者对中医药从略有抵触，到
逐渐了解、接受的过程。

“中医药在整个抗疫过程中的
优势是明显的。疗效是医学的生存
之本，没有疗效，恐怕早已被时代
淘汰了。”贾新华说，“在一些健康
人群当中，中医药也发挥了重要的
防护作用，比如口服的汤药、中成
药等。”

然而，很多不了解中医药的
患者，一开始并不接受，认为中
药就是“安慰剂”，不愿意接受中
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
初的病毒是原始毒株，患者的症
状都比较重，出现发烧、咳嗽、
胸闷，甚至呼吸困难等症状。而
中医中药其实对呼吸系统这种病
毒感染类的疾病，有比较好的临
床疗效。

怎么办呢？贾新华决定用疗效

说话。“我们先给能接受中药治疗
的患者一人一方开上中药，吃了中
药的患者，很快就退烧了，咳嗽也
很快就减轻了，效果很好。还没超
过三天，剩下的一些患者马上就来
找我们，也希望给他们开上中药试
试。不到两个星期，变化很大，整
个病区的中药使用率就达到了95%
以上。”

今年4月份贾新华带队支援上
海时，明显发现患者大多能接受、
也愿意尝试中药。在一线参与抗疫
的过程中见证这样的变化，贾新华
也对如何培养中医药人才有了更多
思考和感悟。

“只有贴近患者，才能通过治
疗效果和患者的亲身体会，深入反
思我们的理论学习，进一步研究处
方用药。也正是通过抗疫，我们看
张伯礼院士、钟南山院士，包括近
在我身边的国医大师王新陆等大家
名师，他们也都是亲自下到一线开
方用药。这也说明，作为一名医学
生，只有亲自到一线去接诊患者，
去研究处方用药，才能真正提高对
医学理论的认识，真正提高疗
效。”贾新华说。

贾新华见证了20年来尤其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中医药事
业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欣喜地发现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对中医药事业
感兴趣，有志于从事中医药事业。
今年，贾新华所在的山东中医药
大学就和济南长清大学城实验学
校联合成立了首个扁鹊少年班。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
的瑰宝’，同时还蕴含着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一些精髓。中医药学除
了临床处方用药等技术方面的因素
之外，还包含着很多关于人文、哲
学方面的一些理论。”贾新华表
示，“我会尽职尽责履行好代表的
职责和义务，一如既往地把伟大抗
疫精神融入到工作中去，在临床工
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切以患
者为中心。同时，我也要鼓励我们
的学生多临床、多实践，跟名师、
学经典，更好地提高医术，弘扬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副院长贾新华：

更多青少年有志于从事中医药事业
本报记者 魏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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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新华在坐诊。 魏海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