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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20 日电 近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雅典大学
维尔维达基斯教授等希腊学者，祝
贺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成立。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
长，古希腊文明影响深远。2000多
年前，中希两大文明在亚欧大陆两
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
了奠基性的重大贡献。现在，两国
建立中希文明互鉴中心，致力于推
动中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文
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时

代意义。
习近平强调，在人类历史的漫长

进程中，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
和标识的文明，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绚
丽多彩的百花园。各种文明是各民族
历史探索和开拓的丰厚积累，也是今
天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深层指引。我
们要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共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深入了解和把
握各种文明的悠久起源和丰富内容，
让一切文明的精华造福当今、造福人
类。相信中希文明互鉴中心一定能在

这方面大有作为。
习近平指出，知古鉴今，继往开

来。历史充分证明，只要坚持兼容并
蓄、开放包容，人类文明就能不断发
展繁荣。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需要依靠物质的手段攻坚克
难，也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诚意正
心。中希文明蕴含的价值观、世界
观、宇宙观、人生观、科学观、文化
观等博大精深、历久弥新，一定能够
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精神指引。
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希腊国事

访问期间，同希腊领导人共同倡导
文明交流互鉴。访后，双方积极落实
领导人共识，筹建中希文明互鉴中
心。日前，雅典大学维尔维达基斯教
授等5位希腊学者联名致信习近平主
席，畅谈对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文
明理念的高度认同，介绍中心筹备
情况和发展规划。2月20日，中希
文明互鉴中心成立仪式在雅典大学
举行。

习 近 平 复 信 希 腊 学 者

杨全红委员——

给实验室安全上道专属保险
本报记者 陈欣然

初春时节，草长莺飞。从南京开往
天津的高铁上，出差归来的全国政协委
员、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杨全红正捧
着电脑，聚精会神修改他即将在全国两
会上提交的提案《为实验室安全定制专
属保险体系，夯实科教兴国基石》。写到
细节处，他拿起手机与国内外的学术同
行进行交流，随后继续完善自己的方案。

“非常荣幸能够当选第十四届全国
政协委员。原本我有两个已经写完的提
案，实验室安全这个提案原打算明年再
提交，但是跟课题组的学生们进行交流
的时候，他们强烈要求我今年就提交，
所以我就争分夺秒地把它完善起来。”
杨全红说。

为实验室安全建立专属的保险体
系，这一念头在杨全红脑海里萌生已
久。他告诉记者，过去的十几年中，我
国科研水平提高很快，科研密度加大，
相应的实验室安全事故也有所增多。尤
其是理工科实验室里有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安全制度还不健全，缺乏实验室
安全专属的保险体系。而在欧美国家，
进入实验室的人员一定要经过严格的考
核，而且保险公司往往有为实验室定制
的险种，加入保险是进入实验室的“必
修课”。

曾先后在法、日、英等国留学和工
作过的杨全红于2006年底回国，来到

天津大学组建实验室之初，他就想为师
生买保险来提高实验室的安全保障，
却苦于没有专门对应的险种。几年前
与保险公司讨论后，课题组给全组六
七十名师生都买了意外伤害险，但在
保险内容、额度等方面还不具有很强
的针对性。

基于此，在进行了多次调研后，杨
全红提出了“为实验室安全定制专属保
险体系”这一提案，其中包含文化要先
行、制度作保障、险种要明确、理赔贵
多元、管理成系统、经费专项化、注重
时效性七方面内容。他特别解释了时效
性的意义：“比如我们做的是锂电池、
钠电池研究，会不断出现新型电池，安
全特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保险的条款
也应该与时俱进，不断进行修订。”

其中一些建议是学生提出的。课题
组师生每天要跟锂钠等危险元素打交
道，要在手套箱里进行操作，大家都很
关注安全问题。在课题组两周一次的安
全培训中，学生们提出了“文化要先
行”的理念，一名学生说，安全文化应
该是“深入骨髓”的，只有这样才能防
患于未然。杨全红觉得很有道理，立刻
把这一条建议写进了他的提案中。

“实验室安全对我国的科教兴国战
略，对科研人才的培养、科学技术的发
展都非常重要。最近几年，我国在很多
科研领域已经领跑全球，制度建设上也
在不断完善，希望能尽快补上实验室安
全制度化这一环。”杨全红说。

激发当代青少年的使命担当
钟焦平

2月19日，一则题为“合肥某知名
教授讲座中被学生轰下台”的视频和
图文网帖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广为流
传。据澎湃新闻报道，事发后，合肥市
立即责成庐江县成立调查组，对讲座
承办方庐江某中学把关不严予以调查
问责；涉事教师所在高校也回应称，事

发当晚就对其进行了停课处理。
一个面向中学生的讲座，讲座教

师却在言语和立场上失当，传递灰色
价值观，绝非小事。从网传视频中可
见，一名中学生登上讲台后，从主讲教
师手中拿过话筒，义正词严地反对其
发表的观点。该学生表示，我们学习
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名中学
生的一席话，道出了学习的目的、读书
的意义，以及内心深处对自身使命的
思考、对国家、民族的深刻认同。这也

是当代中学生应有的思想境界与精神
风貌，也为“青少年有梦想有担当，乃
国之幸也”作了生动的诠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学习都不是
仅仅为了钱，抑或基因的传承。读书
改变命运，其实改变的也不全是个人
的命运，还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读
书是一个不断发现自我、扩大自我精
神空间与思想容量的过程，一个让视
野更加开阔、境界更加升华、心灵更
加纯洁的过程，同时也是全面提高自

身能力以报效祖国、在服务国家与社
会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
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当然，
一些青少年在求学之路上可能会受
不良社会风气影响，有时也会陷入迷
茫，迷失自我，丧失了前行的动力。
因此，引导广大青少年砥砺奋进，厚
植家国情怀，激发使命担当，形成正
确、积极、科学的价值观，兹事体大，
为计深远。 （下转第三版）

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本报讯（见习记者 程旭）2023年1—2月，教
育部部署开展2023届高校毕业生寒假促就业“暖心
行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寒假期间累计推出
10场次全国性专场招聘活动。截至2月15日，参加
用人单位超过9100家，提供岗位信息超过49.1万
条。自去年秋季学期以来，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
台已累计为毕业生提供岗位信息超过265.8万条。

聚焦供需精准对接，举办重点群体系列招聘活
动。突出做好精准服务，面向少数民族毕业生、毕业
研究生、高职高专毕业生等群体组织“24365专场招
聘”活动，更好满足不同毕业生群体就业需求，累计
参会用人单位超过4300家，提供岗位信息超过12.4
万条。组织中央民族大学、西藏大学和新疆大学等
33所高校联合举办“‘同心共筑’联合网络招聘会暨
少数民族毕业生专场”，为少数民族毕业生返乡和到
东部地区就业提供更多机会。举办“毕业研究生专
场网上招聘月”和“高职高专毕业生专场招聘会”，针
对不同学科专业毕业生就业需求，提供信息技术、装
备制造、商贸服务与生活消费等行业优质岗位资源。

聚焦服务国家战略，举办重点领域系列招聘活
动。面向国防军工、高新科技企业等国家发展重点领
域，搭建人才供需对接平台，举办“重点领域企业高校
毕业生网络招聘会”，累计参会用人单位超过220家，
其中华润集团、中核集团和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等单位
提供岗位信息近3万条。唱响基层就业主旋律，鼓励
更多毕业生投身乡村一线，举办“‘乡村振兴 大有可
为’专场招聘会”，为乡村教育、乡村经济和乡村治理
等输送人才，累计参会用人单位超过600家，提供岗
位信息超过3.7万条。

聚焦服务区域发展，举办校地协同系列招聘活
动。充分发挥校地联动、校际合作促就业优势，面向
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海南自贸区等重点区域，举
办“东北五校毕业生寒假专场网络双选会”和“全国高
校‘共享就业’中西部、东北部高校线上联合双选
会”等区域类专场招聘活动5场，累计参会单位超
过3900家，提供岗位信息超过30万条。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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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开学季聚聚

千方百计促进大学生就业

各地各地高校迎来开学季——

春暖花开日春暖花开日 起航新学期起航新学期
校门前，提着行李箱的学生依

次刷脸入校；
校园内，商业街重现热闹非凡

的景象；
宿舍里，阔别已久的室友正在

开怀畅谈；
……
万物复苏，学子返校。2月20

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
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多所
高校结束“超长”寒假，学生迎来
了新春开学后的第一课。“乙类乙
管”后，全国各地寂静的高校校园
再次热闹起来，洋溢着青春的气
息，一些学生兴奋地表示“久违的
大学生活回来了”。

“回到学校以后，发现宿舍的设
备完善了，还多了一些舞蹈室、健
身房等功能室，生活更方便，很高
兴！”刚返校园，华南师范大学汕尾
校区2022级职业教育学院网络工程
专业学生易子丹就看到了学校的许
多新变化，很是惊喜。

为了让师生平安有序地返校，
连日来，各高校牢牢守住防疫“篱

笆”，提前谋划，要求师生根据返校
时间至少提前7天做好健康监测。
精细部署，配齐配足药品和防控物
资，同时对校园内公共场所进行卫
生清洁，做好环境采样、宿舍消杀
等相关工作，有序组织学生从全国
各地分期分批错峰返校。

“终于见到老师、同学，期待的
大学生活回来了。”这是部分学生返
校后发出的感慨。

“乙类乙管”后，众多高校在
校园管理、教学安排等方面都作
出相应调整：明确新学期原则上
全面恢复线下教学，同时放宽校门
管理——学生凭身份证件或人脸识
别可直接进出校园。本学期开始，
高校纷纷简化出入校程序，学生的
校外活动恢复正常。同时，包括华
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
均发布了校外访客入校办法。在此
之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
大学等多所高校已宣布恢复校友出
入校权限，部分高校也开始允许家
长和校外人员申请入校。

滚瓶子赚红包、写“福”字换
红包、投壶赢红包……近日，在河南
省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的春季开学现
场，学校精心准备的趣味活动吸引了
大量返校学生及其亲友团的踊跃参

加。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允许学生家
长车辆入校，这使得曾经在校门外目
送孩子们的家长第一次能陪伴孩子走
进校园，欣赏校园风景，品尝食堂菜
品，享受充满温情的校园烟火气。

“100多年前，一群青年乘着小
小红船，劈波斩浪，开创历史伟业；
100多年后，也有一群青年，他们乘
着时代的巨轮，凯歌前行，挥洒青春
豪情。”近日，安庆师范大学一场题
为“把我的青春干在实处”的“开学
第一课”，为全校2022级团支部书记
注入了满满活力。“菜鸟”蜕变记、
科创道路上不为人知的故事……该校

“开学第一课”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为主线，通过讲述有滋有
味、有声有色的青年成
长故事，动员学生
把人生抱负落实
到脚踏实地的
行动中。

开 学 之
初，各高校精
心设计理想信
念教育“第一

课”并严格落实，从而让青年学生感悟
思想的伟力、思考青春的道路，心怀

“国之大者”，进而书写人生奋进之笔。
树立榜样，指明方向。湖北第

二师范学院邀请了 4 位故事分享
人，展开了“强信心 创未来”开学
第一课。该院院长郑军在课上分享
了办学治校的教育情怀，湖北省

“师德先进个人”、该院计算机学院
副院长王海军教授在课上细数教书
育人的心路历程，艺术学院“90
后”辅导员骆夏君讲述自己传递师
生情谊的经历，马克思主义学院学
生于欣萌则用自身经历激励青年要
培育砥砺奋进的精神品格。

致敬国旗，心怀祖国。“参加升
国旗仪式，向国旗敬礼致意，将激励
新时代学子心怀‘国之大者’，自觉
将个人的前途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
密相连。”近日，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在国旗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体育
教育系大学生刘昭含在国旗下

的演讲激起同学们的共
鸣。当天，郑州大学体
育学院党委书记张绍通
在国旗下讲话开启“开
学思政第一课”，激励
全院师生开启新征
程。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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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思想伟力

春节期间一直坚持做科研课题，
为新学期教学科研做规划，利用周末
时间出差，回来路上也要为工作殚精
竭虑……杨全红教授忙碌的状态是我
国高校里众多科研工作者的缩影。

即便如此辛劳，他依然把一件事
始终放在心间，那就是实验室安全保
障问题。为此他在百忙之中抽时间进

行调研，了解师生的想法，与国内外
同行沟通，付出大量心血，只为了大
家能够在更有保障的条件下开展科研
工作，为国家科教兴国战略作出更大
贡献。

保险制度是制度建设的一个方面，
为实验室安全定制专属保险体系，必将
有益于整个科教兴国战略的推进。

念兹在兹为平安
【记者手记】

待遇水平提上去 乡村教师留下来
➡➡➡详见第三版

开学第一天开学第一天，，北京理工大学学生走入校园北京理工大学学生走入校园。。 郭广泽郭广泽 摄摄

◀◀开学首日中国人民开学首日中国人民
大学体育课大学体育课。。姚伟康姚伟康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