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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8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
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中国教育在
“引进来”的同时大踏步地“走出去”，通过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合作培养高层次人才
等举措，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
成果，加强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

以开放的心态走出去
“刚到国外，身边所有人都在说英

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口音，连重音都不
一样，听起来真的有点晕。”

“老师，那您是怎么适应的啊？”
……
开学伊始，面对十多位研究生，哈尔

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副教授王超讲了一
堂生动的“思想第一课”。

王超是材料力学领域的青年学者，一
直关注材料和力学的相互作用等关键问
题。几年前，他曾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攻
读博士。“有时候，国际交流是种很好的互
补。联合科研，会让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的
科技工作者产生‘化学反应’，迸发出新的
研究成果。”王超说，彼此交流、相互学习能
促进双方对科学问题产生全新的认识，从
而打造更加开放、多元的国际科研生态。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 改革开放以
来， 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数从最初一年
选派数百人，发展到2018年的3万余人；
每年出国留学人数从不到千人， 发展到
2018年的66.2万人。

如今，中国留学生遍布世界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 时代正在见证新中国70年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人才“归国潮”，
2018年留学回国人数达到51.9万， 从改
革开放至2018年底， 留学回国人员总数
达到365.1万，逾八成选择回国发展。

培育新时代的马可·波罗
“那是我的‘高光时刻’。”回忆起收到

习近平主席回信的那一刻，今年刚入学昆
山杜克大学的齐远航说，“主席希望我们
做新时代的马可·波罗， 成为中意文化交
流的使者。他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齐远航毕业于意大利罗马国立住读
学校，今年初，他和同学们一起给习主席
写了封信。“在我们学校， 中文是必修
课。”齐远航说，“给习主席写信，就是想
告诉他， 意大利有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
中国文化，并且在很努力地学习汉语。”

“在意大利， 很多大学都有中文专
业。” 今年23岁的喜想来自威尼斯大学
中文系， 现在是苏州大学国际商务专业

的研究生，本科的最后一年，她来到苏州
这座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水城做交换
生，最后干脆留下读研。

“每次从威尼斯回苏州的时候，反而
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喜想打算毕业后在
苏州为意大利企业当翻译，她觉得，自己
就是那个新时代的“马可·波罗”。

开门办学，融通中外
走在高校林立的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

区，你很容易错过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学
校和周边街区难以看出明显的区隔， 这里
就是中英合作创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

“开放办学，是要更好地为我所用。”西
浦校长席酉民认为，“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
教育，西浦不是外国大学的中国分校。我们
要做世界认可的中国大学和中国大地上的
国际大学，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探路。”

“我们学校不仅没有物理上的围墙，
在理念和资源上也没有围墙。”西交利物
浦大学研二学生陶韵吉说，“我们没有固
定班级， 没有班主任； 老师有八成是外
教，采用全英文授课。”

“目前我们超过80%的毕业生选择
升学， 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进入世界排
名前一百的名校深造。”席酉民说，从第
一届只有163名学生的“一栋楼”大学，

到13年后拥有两个校区的万人大学，西
浦正以“严进严出”的教学管理和国际化
特色成为中外合作办学的一张名片。

在吉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术达人”“80后”教授白雪发表的SCI
论文已达119篇，而8年前，她还是一名
普通讲师，一度处于迷茫期。

“要感谢学院‘金种子计划’，让我在学
术生命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国
际前沿课题，得以迅速成长。”2011年，白雪
被学院选派到葡萄牙阿威罗大学做博士后。

每天早八晚九工作是常态， 她巴不
得整天泡在实验室里。

“很多人认为，实验失败了重做一遍
就好，失败的结果毫无用处。但我从欧洲同
行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失败也许包含新的
可能性。”白雪一直试图找到能够高效发光
的荧光粉，在一次失败的实验中，实验器皿
没有密封好，导致反应过程中溶剂挥发。

她没有把残留物一扔了之， 而是怀着
好奇心，用紫外灯照射，“结果我发现了高亮
度的白光。”白雪说，这次失败更促使她要寻
根究底，并与合作者调整思路，研究了半年
之久， 终于在制备高效荧光粉的方法上取
得突破。包括白雪在内，现在吉林大学“金种
子计划”已经产生了4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获得者。 （据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留学生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逾八成选择回国发展

中国教育“引进来”“走出去”取得新成效

� � � � 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为学校办学安全托底， 解决学校后顾之
忧，维护老师和学校应有的尊严，保护学
生生命安全。

近日， 新华社记者走访了浙江、上
海、重庆、江苏、陕西等地的学校，看到了
健全立法、重拳执法筑起的“隔离墙”，多
方合力编就的“安全网”，还有依托新科
技撑起的“保护伞”。不断完善的安全保
障，正共同呵护着祖国校园的安宁。

清晨的阳光， 照在浙江诸暨西湖小
学的钟楼上，上课钟声响起，孩子们走进
童话城堡般的教学楼。

目送完孩子们进教室， 校长孙先菊
拿出手机，看到微信群里的留言：

“2019年9月1日：今天要开家长会，
烦请各部门协助维持秩序。”

“@黄队，这几天校门口发小广告的
陌生人有点多”……

这个微信群里， 有学校分管德育的
校长、校管委会主任、家委会主任，还有
公安、综治、文化等8个政府部门的负责
人，有事情大家第一时间通气。诸暨打造
的“枫桥经验” 校园版让校园成为最阳
光、最安全的地方。诸暨的每个学校，会
聘用一名法治副校长、设一位驻校民警、
派一名专职安管员，预防化解矛盾纠纷。

目前， 全国70%以上的中小学幼儿
园， 安全防范体系建设达到了国家建设
标准，涉校刑事案件连续6年下降。

开学伊始，位于江苏南京江宁大学城

的中国药科大学门口花团锦簇。一项“黑
科技”的运用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走
到门禁前，正视前方眨眼微笑，面板“滴滴
滴”甄别身份，闸机打开“秒速通过”。

据悉，学校在校门、公寓门、图书馆
出入口等位置安设了70多台这样的人
脸识别面板机。“系统十分智能， 也很人
性化， 再也不用担心扛着大包小包还要
找校园卡的麻烦啦！”返校的大二学生赵
曼如说， 更重要的是， 系统让人感到安
心，减少了学校里“危险而陌生的面孔”。

“希望那些有劣迹前科的人，没有接
近孩子的机会。”重庆市九龙坡区家长刘汭
雪的呼声， 日前得到了政府的回应———
2019年暑假，重庆出台了《教职员工入职
查询工作暂行办法》，“重庆市教职员工入

职前涉罪信息查询系统”也正式上线运行。
记者登录后发现，该系统可查询2013

年4月以来重庆市检察机关受理的所有刑
事案件信息，特别是性侵案件信息。重庆市
所有院校在招录聘用教职人员时，都需进
入系统核对，依法依规决定是否录用。

“学生要学会自我保护，不能以暴制
暴”“在网络上不要泄露自己的私人信
息”“受欺凌时绝不能保持沉默” ……在
上海市上南中学，学生们人手一册《网络
欺凌预防指南》。手册的封底，还有模仿
七言律诗的“网络欺凌预防口诀”。

这是上海首份由学校推出、直面“网
络欺凌”的手册。指南印发出来后，上海
上南中学就在高一高二年级举办了班会
和展示活动。如今，在上海上南中学，这
本指南学生和家长人手一份。专题讲座、
家长会、 班会……围绕着这本小册子的
学习教育从未间断过。 册子里的准则也
已融化于学生、家长、老师的行为和内心
深处。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合力编就“安全网”，科技撑起“保护伞”

让全国的校园长久安宁

� � � �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教育
公平， 推动教育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
变，促进区域、城乡和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发
展，以教育现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

近年来，为了满足让孩子们“上好学”
的需求，一场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
的接力赛方兴日盛：从城市到乡村，从线
上到线下， 越来越多好学校开到家门口，
越来越多的名师借助互联网开课，城乡教
育差距在同步发展中日益缩小。

周一早上7点半，南京拉萨路小学分
校方兴小学迎来了“早高峰”，斑马线上
的小学生三五成群，迎着朝阳、蹦蹦跳跳
地走进课堂。

一大早调好闹钟，忍受校门口的堵车

之苦，再经历上班路上的拥堵……接送孩
子上下学对每个家庭而言都不轻松。

而对于方兴小学的孩子和家长们来
说，早上七点钟出门，七点一刻前就能到校。
六年级学生潘涛的爷爷目送孙子走进了校
园，他说：“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能在家
门口接受优质教育，这个愿望实现了。”

很长一段时间，方兴小学在名校云集
的鼓楼区很不起眼，90%的生源都是外来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2018年起， 该校并入
了传统名校拉萨路小学，不仅校园面积扩
大五倍，师资配备、管理制度和办学方式
上也为之一变。今年，孩子们拿下了集体
舞、啦啦操、英语短剧、空模等四项比赛的
区第一，在“宁台港澳科技创新挑战赛”上
夺得了一等奖和三个单项金奖。

优质教育资源优先向薄弱学校倾
斜，以强校带动弱校、新校，是我国推动
教育均衡的成功实践。 随着优质教育资
源的“同心圆”越画越大，更多家庭正在
告别择校的纠结，迎来目送的时代。

近年来， 全国多地都在探索利用互联
网教育交互性强的优点，打破校际和区域限
制， 不断将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触角，
从课堂延伸至课后，从城市延展到乡村。

放学后， 南京市二十九中的一位同
学做作业遇到难题， 用手机将题目拍下
并上传到“鼓楼教师在线”平台，一分钟
后五十中的数学教师许天枢成功“抢
单”，开始通过手机端实时答疑解惑。

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局局长柴耘介绍，
学生可以通过“在线课堂”板块，对在学校没

听懂的课程、没有理解的知识点，组团预约
专门的老师直播讲解。区教育局也会通过大
数据分析，对一个阶段内学生提出的问题归
类、整合和反馈，促进教学相长。

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江西山区贫困县
安远县浮槎中心小学就像一座园林， 学生
们在塑胶跑道上欢快地奔跑。 安远县教育
局局长何照德说，几年前，县政府将获批的
1亿多元政府大楼建设资金用于农村学校
标准化建设，“现在农村学校的教学设施跟
省城比也不差。”何照德自豪地说。

如今的浮槎中心小学校园占地61
亩，新建了3栋教学和附属用房，包括多
功能室、少年宫、食堂和教师周转房。而
在5年前，这里是一所无校门、无围墙、无
球场的“三无”学校。

安远县的改变只是缩影。在从“基本
均衡”到“优质均衡”这条“跑道”上，政
府、学校和社会力量正把为“上好学”产
生的烦心事，一件件变成舒心事。

（据新华社南京9月12日电）

“上好学”就在家门口

教育均衡发展惠及“我”家

———新中国峥嵘岁月

� � �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
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
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
话中告诫全党“以苏为鉴”，思考和探索自己的道路。此后，党
和政府进行了多方面探索。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
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多
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文件，推动了全国知识分子工作的开展。

为了发展文化和科学，5月初，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
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提
出，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
的国家形象，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

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指出：社会主
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
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
状况之间的矛盾； 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
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1956年， 是新中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这
一年的许多重大举措，对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思考和探索中国自己的路

� � � � 1956年起，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一些社会矛
盾突出起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出要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
化，酝酿开展全党整风。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
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
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的讲话为全党整风作了思想发动。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
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 以反对官僚
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但在整风过程中， 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
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
取代共产党的领导。 这种情况引起党的警惕。5月中旬毛泽东
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
始发生变化。 全国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猛烈地开
展起来，直到1958年夏基本结束。

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和判
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
子”，误伤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和同党长期合作的朋友。这不
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面拨乱反正，被错划的
“右派分子”都得到了改正。 （据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从“和风细雨”到“疾风暴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