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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党委书记 邹晓东
浙江大学校长 吴朝晖

党的十九大站在全局和历史的高

度，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启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全党

发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复

兴宣言。复兴中华，教育为基。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是浙江大学当

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全校上下要更加坚定地高举党的旗

帜、拥护党的核心、贯彻党的意志、忠

诚党的事业，在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建设新征程中，迈向更远大的目

标，使承载光荣与梦想的百廿学府屹

立于世界高等教育之林！

要旗帜鲜明地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

持之以恒抓好理论武装工作，切实增

强“四个自信”和“四个意识”。伟大的

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来引领。要将这

一重大理论创新武装广大师生，认真

抓好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传达宣

讲。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

果转化为教育教学内容，采取多种形

式做好党的十九大精神“三进”工作。

按照中央部署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和师生

增强“四个自信”。要牢固确立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

指导地位，组织专家学者加强重大理

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做好研究成果转

化和宣传推广。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

指导办学实践，特别是要对照总书记

提出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

梳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形成

的经验和思想，坚持党对学校的全面

领导，坚持师生为本理念，坚持深化综

合改革，坚持内涵发展道路，坚持全面

依法治校，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大学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开辟学校事业发展新局面。要进一步

提高全校上下的政治站位，大力巩固巡

视整改的成果，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坚定广大党员和师生“听党

话、跟党走”的决心信心。

要主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的要求，认清教育事业和高水平大

学的历史使命，扎根中国大地为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面向

新时代、新思想和新征程，高等教育必将

迎来发展的新阶段，高水平大学必须自

觉走在时代前列，勇于探索扎根中国大

地办大学、加快内涵发展

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模

式，发挥应有的引领支撑

作用。要努力提供更加

均衡、更加充分、更加优

质的教育供给，发挥高水

平大学优势，打造人才培养品牌，培育重

大创新成果，弘扬先进思想文化，提高医

疗卫生水平，辐射优质办学资源，更好地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找准自身发

展的时代方位，对照党中央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谋

划当前的改革发展任务。要大力践行

“四个服务”要求，主动落实党的十九大

提出的重大任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

要；主动贯彻落实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

会精神，服务浙江“四个强省”建设；造就

更多具有家国情怀的战略科学家，输送

更多优秀学子在祖国需要的广阔天地建

功立业。 （下转第3版）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本报今起将开设《新思想 新征程 新作为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笔谈》栏目，邀请委厅领导，省内高校、

设区市教育局负责人以及专家学者畅谈学习体会，用十九大精神指导实践，更好推进教育现代化和高教强省建设。

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统领
以崭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迈向新征程

本报讯（记者 毛雪逸）11月1日，党

的十九大代表、省委教育工委书记何杏仁

参加浙江高校青年学生“学十九大精神

做时代弄潮儿”座谈会，宣讲十九大精神。

“我能以十九大代表的身份出席这次

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盛会，是

一名共产党员的最高政治荣誉，深感自

豪、倍感振奋，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座谈

会上，何杏仁向青年学生分享了参加十九

大的亲身感受，并系统宣讲了十九大的历

史意义、十九大报告产生过程和报告的重

点内容。她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博大精

深，必须通过持久深入地学习才能全面把

握其精神实质。要深刻理解我国过去五

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进一步增

强“四个自信”，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要

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做到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深刻理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发生重大变化的科学论断，把握我国发展

的历史新方位。要深刻理解十九大对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要求等重

点内容，把十九大精神学深悟透。

“青年学生要勇做学习宣传贯彻十九

大精神的排头兵”，何杏仁殷切勉励青年

学生“学懂、弄通、做实”十九大精神。她

强调，广大青年学生要原原本本学十九大

报告，全面理解十九大精神，把十九大精

神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要结合贯彻

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结合个人成

长规划、结合贯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精神，身体力行践行好十九大精神，坚定

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勇做伟大时代的弄潮儿。

何杏仁满怀期待地对学生代表们说：

“当我们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

现在的在校大学生刚刚毕业；今后三十

年，当代青年学生正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

标的中坚力量；你们将见证并参与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青年兴则国家兴，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在一代代青年

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希望大家好好

珍惜历史机遇，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努力

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大学

生，把个人的奋斗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

命运、人民的幸福结合起来，积极投身实

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座谈会上，浙江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研究会向全省高校青年学生发出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倡议

书。学生代表纷纷表示，在十九大精神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指引下，青年学生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扎实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全方位锤炼素

质，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以青春之力回报

社会、建设祖国，努力成为中国梦的接力

者、奋斗者、实现者。

会前，何杏仁还参加了浙江外国语学

院英语语言文化学院英语系党支部支部

学习会，与大学生们交流了学习十九大精

神体会，还向英语系学生党支部赠送了十

九大主题纪念首日封。

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副厅

长鲍学军主持座谈会并作具体工作部署。

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工业大学等

10所高校学生代表谈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学

习体会。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相关处

室负责人，10所高校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

副书记及20余名学生代表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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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生军训，绍兴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了一支特别的教官
队伍——40余名退伍复学的大学生。在部队期间，他们大多
获评“优秀士兵”，有的还荣立过三等功。在驻绍部队的指导
下，曾经的战士、如今的学长将理想信念和军人的品质传递给
新生。图为大学生教官在指导新生军训。

（本报通讯员 魏均海 王良军 摄）

特别的教官

本报讯（记者 王 东）最近，湖州市练

市中学开放了校园内的所有书架。学生可

自由阅读，喜欢的书籍还能带回家，无须到

图书馆办理借阅手续。用校长吴建新的话

来说，是1967届初中校友汪建东的举动让

学校下了这一决心。

汪建东是1964年进练市中学读书的。

“当时的语文老师宋莱不仅讲课文，还讲做

人的道理，大家都很喜欢。”老人回忆说，正

是在宋老师的引导下，他喜欢上了文学。

1966年的清明节，他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唐代散文选注》。

原本打算看完后及时归还，谁料碰上

了“文革”，学校被造反派征用当作开批斗

会的现场，“校园内乱象百出”。1969年，

汪建东被下放到农村，从此就离开了练市

中学。而《唐代散文选注》也一直没还回

去，“秘密”地跟着他，“我不敢把这种属于

‘破四旧’的东西拿出来”。

“文革”结束后，汪建东回了城。“有段时

间，我想着要还书，但事情一忙也就忘了。”

他说，直到练市中学发来60周年的校庆征

集函，才想起书架上这本纸张已经泛黄、封

页也被翻破了的《唐代散文选注》。像小时

候一样，汪建东用红纸小心翼翼地给它包了

个封面，然后用丝带扎紧，赶在校庆前，把这

本“失联”50多年的书本送回了学校。

“听说有校友要把借走50多年的书还

回来，我们都很惊讶。”吴建新告诉记者，因

为学校当时的图书借阅记录已经不复存

在，换言之，老人还不还书都不会有人追

究。在他看来，50年前的一本书如今重回

母校书库，或许正是练中人在用自己的行

动诠释学校“严、实、勤、勇”的精神。

汪建东还书的事情传开后，练市中学决

定搭建开放式书架。这些书架就设在教学

楼走廊、图书馆大厅等处，造型别致、典雅，

颇有意趣，架上图书则由语文组老师亲自从

学校图书馆里精心挑选出来，并定期更换。

“学生想看就看，甚至拿回家也没问

题，无须办理任何借阅手续，只要看完了及

时归还即可。”吴建新说，这是布置给所有

学生的一道“诚信”考题，他希望校园里能

涌现更多像汪建东这样的学生。

50年前借走的书“回校”了
湖州一中学传诚信佳话

何杏仁向高校学生代表宣讲十九大精神时要求

青年学子要争当学习贯彻的排头兵
浙江旅职院
在俄设机构办学

本报讯（通讯员 胡 剑）11月2日，

由浙江旅游职业学院设立的中俄旅游学

院在俄罗斯国立旅游与服务大学揭牌。

俄罗斯联邦旅游署副署长科罗廖夫、俄

罗斯国立旅游与服务大学校长费杜林以

及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

赞于继海、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郭华巍等

中俄领导和嘉宾出席揭牌仪式。

中俄旅游学院是中俄两国首个在旅

游职业教育领域设立的合作办学机构，

面向俄罗斯高校招生。中俄旅游学院院

长由浙江旅职院选派，采用中方的专业

教学标准。学院首先开展汉语、中文导

游、酒店管理等专业领域的教学培训工

作，首批招收的20位俄罗斯学生已组班

开课。

郭华巍指出：“这是浙江高校在俄罗

斯设立的第一所境外办学机构，是浙江

高校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开展‘走

出去’办学的重要实践。”他表示，境外办

学作为我国教育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得稳”，“希望

加快完善中俄旅游学院的各项建设，使

之成为浙江和俄罗斯教育合作的一面旗

帜，成为中俄两国增进友谊的一座桥梁，

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合作典范”。

俄罗斯国立旅游与服务大学建于

1952年，是一所拥有60多年历史的俄罗

斯重点高校，拥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

权，并被公认为俄罗斯培养旅游及服务

行业人才的重要基地。

浙江中医药大学
跨入“省部共建”行列

本报讯（记者 武怡晗）日前，省人民

政府下发《浙江省人民政府 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 教育部关于共建浙江中医药大

学的意见》，标志着该校正式跨入“省部

共建”高校行列。

地方政府与国家部委共建高等中医

药院校是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

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加强医教协同，促

进中医药人才培养，推动中医药事业和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根据共

建意见，省政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

育部将进一步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和指

导，加大改革、建设与发展的扶持力度，

支持学校追赶跨越、提高水平，办出特

色、争创一流。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省部共

建为契机和新起点，深入贯彻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进一步明确共建的目标要求和任务

举措，遵循教育规律，深化综合改革，强

化内涵建设，统筹推进教学、科研、医疗、

社会服务、产学研合作等协调发展，扎实

推进省重点高校建设，为服务高等教育

强省和健康浙江建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日前，桐庐县启动了区域推进基于
“互联网+”的跨校同步交互式教学。以一
所优质学校为主体校，带动3所小规模学
校，利用计算机网络通信和多媒体技术，
使校际之间双向同步交互教学，实现优质
资源共享。图为该县富春江小学等4所
小学正在跨校同步交互学习。

（本报通讯员 闻 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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