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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
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十九届中央委
员会所作的大会报告，举旗定向，明
确宣示了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举什
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为遵循、以
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
标前进的重大问题，是党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必须深
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一、深刻认识过去五年工作和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大里程碑
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十六个方面

深刻总结了新时代十年来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
性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两个
大局”，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有效
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
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以奋发有为的
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
断推向前进。在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教育部先后组织实施了高等学
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关键领域
自主创新行动”等重大战略行动，
成建制体系化建设了一批重大科研
平台，培养集聚了一大批高层次创
新人才，取得了一大批具有标志性
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高校成为基
础研究的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的
策源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阵

地，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有力支
撑。全面实施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
划，实现未联网学校动态清零，网络
学习空间深度应用，支撑了世界最大
规模的“停课不停学”实践。启动实
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建设国
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基本形成
了世界第一大教育资源和服务平台，
开启了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
会、学习型大国的新征程。

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亲历者
与参与者，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新时
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归根结底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坚
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更加发自内心
地认为，“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取得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引
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战胜一切
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
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两
个维护”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最
宝贵的历史经验，坚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新时
代党员干部最重要的政治要求。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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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季，西北工业大学电气工程
专业2022届博士毕业生张羽翔，在
多个机会中选择了深圳某上市公司。
博士期间他从事的氢燃料电池能源管
理研究，是当下企业尤其关注和加大
投入的方向，张羽翔也因此获得了显
著高于专业平均水平的薪资待遇。

尽管张羽翔的求职路很顺利，他
的导师、西北工业大学教授皇甫宜耿
却也观察到，随着企业从低端复制到
高端创造的转型，当前高校人才培养
与企业用人需求存在一定的不适配，
出现了企业用人难和毕业生就业难的
双困局面，工程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结
构性问题同时存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
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
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
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
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在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
国、从全球产业价值链中低端迈向高
端的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卓越工程
师，如何培养卓越工程师？

如何理解“卓越”

有家国情怀和突出创新能力

2010年6月23日，天津大学天南
楼C4报告厅，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
划启动会正式拉开了我国卓越工程师
培养的大幕。7年后，以新工科建设为
引领的新一轮行动，标志着卓越工程
师教育培养计划进入了2.0时代。

什么是卓越工程师，这些年来
“卓越”的内涵发生了哪些变化，如
何理解今天对“卓越”的要求？

在清华大学国家工程教育多学科
交叉创新引智基地执行主任林健看
来，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1.0启
动时，我国工程人才培养主要按照科
学教育模式培养，面临工程教育特色
不鲜明、面向工程实践不足等问题，

“在这一阶段，‘卓越’作为目标概
念，不仅意在将出类拔萃的杰出工程
人才作为人才培养定位，还希望以此
引起各级政府、社会和企业的重视和
积极参与”。

多年来，高校通过加强校企合
作、强调“回归工程”、鼓励和支持
教师参与工程实践等举措，推动了我

国工程人才培养改革的加快进行。在
林健看来，今天理解卓越工程师，离
不开当前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
快速发展的大背景，离不开国内外大
环境的改变和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
强国迈进的历史进程。

“为了提高利用效率，以前的电
力系统以大为追求，是巨无霸式的，
我们的学生只需了解能源是如何产生
的就可以。但在未来，由多种能源组
成的区域性小型能源网络将是主流方
向。这就要求学生要形成大能源观，既
了解生产又清楚消耗。”上海交通大学
国家电投智慧能源创新学院副院长刘
晓晶表示，新的发展目标和产业实践
对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
命的交汇叠加，国家和各个行业都呼
唤培养更多能应对未来技术和产业变
化的人才。”在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
院副院长孙涛看来，不管是“新工
科”还是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其核心都是要培养能够应对未
来变化的创新人才。

在工业化进程中，后发优势帮
助我国快速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追
赶。然而，近些年，随着技术创新
日益走向“无人区”，“从简单复制
到引领超越，国家和产业对高端工

程人才的需求非常高，也很迫切。”
皇甫宜耿说。

以半导体工艺为例，当前，世
界上最先进的光刻机已经达到了5
纳米尺度，而按照摩尔定律，每18
个月芯片的集成度就会翻一倍。“再
往下走，很快就到了摩尔定律的终
点，半导体产业发展将进入后摩尔
时代。”中星微集团联席总裁、数字
多媒体芯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执
行主任、“星光中国芯工程”副总指
挥张韵东说。当光刻机加工尺度达
到1纳米、向着原子迈进时，将产
生量子效应，经典物理学环境下形
成的经验将遭到彻底颠覆，探寻产
业未来发展的新路径已成为当前世
界性的前沿难题。

“以前工程师主要处理的是固定
模式、确定性的、基于因果关系的问
题，而未来的工程师将涉及更多无固
定模式、不确定性、基于复杂关联关
系的问题。”天津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夏淑倩表示，面对“两个大局”，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核心技
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高层次人才、卓越工程师同样也是
如此，必须更加重视自主培养，这方
面要加强战略谋划和工作布局”。

（下转第三版）

造就支撑制造强国的卓越工程师
——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梁丹 董鲁皖龙 焦以璇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学校供图学校供图

链接

2010年6月，教育部发布《关于
批准第一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计划”高校的通知》。

2010年6月，教育部、中国工程
院发布《关于成立“卓越工程师教
育培养计划”专家委员会的通知》。

2011年1月，教育部发布《关
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
若干意见》。

2011年 9月，教育部发布《关
于批准第二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计划高校的通知》。

2018年10月，教育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发布《关于
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
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

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六卓越
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在天津大学
召开，教育部依托天津大学成立的“全
国新工科教育创新中心”正式揭牌。

2022年3月24日，教育部召开卓
越工程师产教联合培养行动座谈会。

2022年 9月 27日，教育部、国
务院国资委联合举行卓越工程师培
养工作推进会，18家国家卓越工程
师学院建设单位联合发布《卓越工
程师培养北京宣言》。

· ·

焦点聚聚

天津大学新工科天津大学新工科““设计与建设计与建
造造””课程现场课程现场。。 学校供图学校供图

▶▶

“超1000平方米的党团活动室、图书馆、自习
室，足不出校就能享用的健身房，学术大牛参与的
创业茶话间、科研交流角……这样的学生公寓不在

‘别人家的大学’，它就在你们眼前。”西南石油大
学临溪书院社区党员薛贻予正向2022级新生介绍
他们即将生活4年的“一站式”学生社区。

从2019年建成首个“一站式”学生社区临溪
书院以来，西南石油大学逐步形成“1+1+N”的
学生社区建设模式，即1个书院、1个院落式社
区、N个微社区，开展微党建、微教育、微服务，
激活学生社区“微细胞”，把社区“小社会”打造
成为助力发展的“大舞台”，为学生成长蓄能增量。

西南石油大学党委书记陈永灿表示，通过打造
体现高校党建和思政特色、贴近学生实际的生活园
区，实现育人力量与学生社区的有机结合，是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
德”的生动实践。

“一盘棋”统筹：党建引领，专班专人
“钻头不到，油气不冒，看似不起眼的小钻头，里

面藏着长期制约我国石油钻井事业的‘卡脖子’难
题，尽快攻克钻头技术是我们当时的首要任务。”在
临溪书院党史主题教育系列讲座中，学校离退休老
专家、我国牙轮钻头研究奠基人马德坤正在讲述“三
老四严”系列故事，在场师生深受感染。

这样的党史故事“汇”每月都会在18个社区
党支部里巡回开讲，全校老教授、老干部、行业专
家、优秀中青年教师、思政课教师等讲述者结合自
身经历，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学子。

如此优质的育人力量怎样集结到学生社区？学
校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衡彤的回答是，“一盘
棋”统筹，精细化对接。学校成立“一站式”学生
社区综合管理专班，组织全校17个职能部门和15
个学院参与“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通过精
准对接，把党支部建到学生社区中，把党小组建在
公寓每一层楼栋里，把党员放入“网格”间。学校
因楼因院制宜，设立党员工作站、党员示范岗等，
让更多教师党员结合自身特长优势，主动对接社区
党支部，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

目前，学校院士专家、师德榜样等300余人次
已进入社区，开展社区微党课、时事讲坛、“三老
四严”微班会、学术（学业）导师微课堂、礼仪训练营、心理提升坊等各类特色
党建活动共计400余场。

“一竿子到底”：贴近学生，精准教育
作为学生社区21栋“驻楼导师”，机电工程学院院长韩传军常到寝室“串

门”，和学生交流学习生活，帮助他们解决思想和生活难题。
大四学生杨剑渝面临毕业求职，这段时间他一直纠结究竟是到新疆的油田一

线还是留在大城市找一份安稳的工作，韩传军带他走进“驻楼导师”微社区工作
站，为他量身定制了个人生涯发展方案，杨剑渝豁然开朗：“像您一样，把小我
融入大我，投身能源一线，更能升华个人价值。”

和韩传军一样的“驻楼导师”还有20多位，他们是来自学校学院党建、科
研、教研室等各领域的骨干教师。“在学生成长过程中会面临各种问题。”学校学
工部部长蒲勇介绍，将育人力量浸润到学生社区，及时捕捉、解决学生遇到的思
想、学习、生活等问题，才能彻底打通“三全育人”“最后一公里”。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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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在基层

一头利落的短发，弯弯的月牙
眼，近日，党的二十大代表“英子姐
姐”刘发英走进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
一中业余党校的课堂，立刻吸引了学
生们的目光。来自全校各年级的30多
名学生围坐在一起，聆听刘发英讲述
参与党的二十大的感受。

刘发英从会议概况、聆听报告、
代表履职、精彩回放四方面娓娓道
来。在讲述中，刘发英始终饱含激
情，学生们一边聆听，一边专心做着
笔记。“在大会堂，我如愿见到了我的
偶像张桂梅，她坐在轮椅上，还是那
样朴素……”刘发英回忆起见到张桂
梅的场景。

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当得知她
也是一名乡村教师，张桂梅不顾工作
人员的劝说，接过刘发英递来的笔记
本，在扉页上写下了“您好！祝您一
切顺利、安康。永远跟党走！”的寄

语。
刘发英一边讲述，一边将笔记本翻

开，展示给在场师生。每个人都伸长了
脖子，努力凑近想要仔细看一看，大家
的眼里都是满满的敬仰与崇拜。刘发英
动情地说：“‘永远跟党走’，这句话会一
直激励我，带着我的家人和我的学生永
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刘发英的讲述让现场学生深受感
染，高一（1）班学生黄代宇主动举
手站了起来。“刘老师您好，我哥哥曾经
受过您的资助。”一句话，让每一个人的
目光都投向这个瘦弱的男孩。黄代宇略
显羞涩地说：“是您将我的家庭从困境
中拉了出来，我真的很感激您。”

原来，黄代宇年幼时身患疾病常
年住院，哥哥考取高中后，因担心家
庭无力承担学费，想要退学，是“英
子姐姐”联系好心人进行资助，让哥
哥顺利读完了高中，后又考取大学。

“我也会带着这份感恩的心，努力展翅
飞翔！”黄代宇在发言结束时说。

（下转第三版）

湖北宜昌长阳龙舟坪镇花坪小学副校长刘发英：

让需要帮助的孩子走得更稳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覃丹 尚紫荆

➡➡➡详见第九版

【环球周刊】

日本“宽松教育”再思考

➡➡➡详见第四版

【好老师】

做一名“学习型”好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