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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 4 月 11 日电 （记者 郝孟佳）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切实加
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新时代高校美育改
革发展提出明确要求，使高校美育工作有据可循、有规可依，为构建德智体美
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提供重要保障。
《意见》指出，学校美育是培根铸魂的工作，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

全面加强和改进美育是高等教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意见》共
分为四大部分，14 条，对高校美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重点
任务、主要举措、组织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意见》强调，高校美育要以
艺术教育的改革发展为重点，紧紧围绕高校普及艺术教育、专业艺术教育和艺
术师范教育三个重点领域，大力加强和改进美育教育教学，建强美育教师队
伍、深化美育教学改革、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水平，全面加
强组织保障，切实改变高校美育的薄弱现状，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
神, 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各地、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高校美育工作取得可
喜的进展，美育的育人导向更加凸显，结构布局不断优化，课程建设稳步推进，

美育活动丰富多彩，资源保障持续向好。但是，高校美育工作与当前教育改革
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与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育人体系还不相适应，
与满足广大青年学生对优质丰富美育资源的期盼还不相适应。各地和高校反
映，希望教育部出台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政策文件，对新时代高校美育改革发
展提出明确要求。
《意见》研制过程中，教育部组织专家组通过面向全国普通高校开展美育改

革发展情况问卷调查、面向高校负责人和美育职能部门开展调研座谈、深入高
校开展实地调研等全方位、多渠道、多形式的调研，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
全面掌握了全国普通高校美育发展基本现状，全面总结了各地各高校美育工作
的主要成绩与经验，全面查找了当前高校美育改革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为研
制文件提供了重要参考。
《意见》印发后，在高校特别是高校美育战线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校长、

教师普遍认为，《意见》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的要求，坚持正确方向,坚持面向全体，坚持改革创新，进一步深化高校
美育综合改革，为新时代高校美育改革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 2 月 27 日电 （记者 何淼）据教育
部消息，2 月 26 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行 2019
年春季开学典礼，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国家教育

行 政 学 院
院 长 陈 宝
生 出 席 并
讲话。他强
调，新时代
教 育 干 部
要过好“五
个关”把好
“六条线”，
全 力 破 解
新 时 期 教
育 改 革 发

展面临的核心性、关键性问题，上下一心写好教育
“奋进之笔”。

陈宝生指出，改革开放 40 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发展水

平整体进入世界中上行列。面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的历史使命、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日益增长的
需求、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以及中国教育逐步进入
世界教育中心等挑战，我们过数量关易、过质量关
难，过国内关易、过国际关难，过效率关易、过公平
关难，制定规划易、实施规划难，这些都对教育战线
广大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陈宝生强调，新时代中国教育正处于需要“过五
关斩六将”的新阶段，教育干部要准确把握当前“四
易四难”特点，集中精神、奋力攻关，过好“五个关”。
一是过好信念关。要牢牢把握好信念这一总开关，解
决好共产主义信仰问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问
题，增强“四个自信”，筑牢事业发展的信念基础。二
是过好政治关。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三是过好师德关。要抓住师德建设这一教育战
线的永恒主题，把加强师德师风教育作为衡量教师
队伍建设的第一标准，建立高尚师德师风的养成、积
累、传递、示范机制。四是过好任务关。要牢牢树立

立德树人的任务意识，将立德树人作为每位教育工
作者的事业内核，将根本任务具体化为内在的实际
行动。五是过好责任关。要切实担负起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历史责
任，树立“立德树人，匹夫有责；教育强国，尽职尽
责”的意识。

陈宝生要求，教育干部要切实把好“六条线”，即
党的领导生命线、意识形态红线、依法治校基本线、
教育公平底线、教育质量中心线、反腐倡廉高压线。
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打好意识形
态主动战，补齐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短板，促进公
平，提高质量，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来自第 59 期高校领导干部进修班、第 56 期高
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第 45 期全国地市教育局长
研修班、第 48 期全国省地督学培训班、第 18 期浙
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等 500 余人参加了开学典
礼。5 位参训学员代表和 1 名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来源：人民网）

山脚、半山腰、山尖、是我们最终的制高点吗？不，不是。这些都不是我们的
制高点，我们是想翻过这座山去到山的另一边，因为那里有另一个自己。

追逐另一个自己，放眼望去，前路漫漫，困难重重。看到这些，与生俱来的
惰性会我们不由自主地推向失落与沮丧。于是，碌碌终日，却总在悔不当初。我
们都知 : "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 也明白 : "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可
是，面对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们总会变得自负甚至是自卑。

正值青春的我们，向往美好，并且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追逐着每一个努力
的故事。我们喜欢光，是因为透过光亮
我们的阴霾才会被遮住。我们也喜欢
仰望星空，漫天的星星深邃且神秘。可
有时我们也会变得像星星一样“神
秘”，这种神秘腼腆且自卑。不敢追逐，
不敢张扬。于是，我们流入别人的生活
轨迹，做着与别人一样的事情，却不曾
想过，自己想要的的那个样子有没有
现在这种状态。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 :
" 我们日复一日做的事情，决定了我们

是怎样的人。因此，所谓卓越，并非指行为，而是习惯。 "
21 天养成一个习惯，听起来很简单，可做起来就需要我们不遗余力的坚

持。所谓 " 梦想 "，也无不就是坚持下去，无谓前路。我想，我们都有一个属于自
己的梦想，而我们一直都在追逐着的梦想的模样，就是那个遥远的自己。

我们在山的这一边，想着山那边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同时，我们也被整座山
上的各种风景所迷惑。于是，我们一心向上，也可能我们在山腰上嘻嘻哈哈一
辈子，也始终没能看到山尖的风景。翻过这座山，是我们最憧憬的事情。可是同
时，我们也担心我们的脚，甚至是脚上的鞋磨破。在追梦的路上，我们过得 " 前
怕有狼，后怕有虎 "，小心翼翼，怕从山上滑落，前功尽弃。这些种种都只是放弃
的借口，更是那个遥远的自己最大的敌人。在追梦之路上 " 我们最大的悲哀，是
迷茫的走在路上，看不到前面的希望；我们最坏的习惯，是苟安于当下的生活，
不知道明天的方向 "。

当我们什么都没有时，我们可能只会羡慕与追逐；当什么都有了时，贪婪吞
噬着我们的内心，一切都远远不够。于是，我们丢掉了什么；于是，我们悔不当
初；于是，我们终于有一天丢掉了自己。

刘同在《你的孤独，虽败犹荣》里写到 : " 盔甲再厚也无用，伤疤硬实才能防
身。" 前路漫漫，我们做着有趣的梦，想着那个遥远的自己。那个遥远的自己是
我们梦想的模样，不是那么夺目，可是那却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样子。（文；现教
一班 李淑娟 图：来源网络）

笑
笑的是她的眼睛，

口唇，  
和唇边浑圆的旋涡。
艳丽如同露珠，  

朵朵的笑向贝齿的闪光里躲。   
那是笑———神的笑，美的笑；  

水的映影，风的轻歌。
  笑的是她惺松的鬈发，

  散乱的挨着她的耳朵。   
轻软如同花影， 

 痒痒的甜蜜涌进了你的心窝。
  那是笑———诗的笑，画的笑：云的

留痕，浪的柔波。

深夜里听到乐声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
深夜，稠密的悲思； 
 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
深夜里弦子的生动。  
 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
懂得，但我怎能应和？  
 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样，太薄弱是
人们的美丽的想象。   
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
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情愿
我情愿化成一片落叶， 
让风吹雨打到处飘零； 
或流云一朵，在澄蓝天，和大地再没

有些牵连。   
但抱紧那伤心的标志，去触遇没着落
的怅惘； 
在黄昏，夜班，蹑着脚走，全是空虚，
再莫有温柔；
忘掉曾有这世界； 
有你；哀悼谁又曾有过爱恋；
落花似的落尽，忘了去这些个泪点里
的情绪。  
到那天一切都不存留，比一闪光，一
息风更少痕迹，
你也要忘掉了我曾经在这世界里活
过。

仍然
你舒伸
得象一
湖水向
着晴空
里白云，
又象是
一流冷
涧，澄清

许我循着林岸穷究你的泉源：  
我却仍然怀抱着百般的疑心对你的
每一个映影！   
你展开象个千辨的花朵！   
鲜妍是你的每一瓣，更有芳沁，  
那温存袭人的花气，伴着晚凉： 
我说花儿，这正是春的捉弄人，来偷
取人们的痴情！
你又学叶叶的书篇随风吹展，揭示的
每一个深思；  
每一角心境，你的眼睛望着我， 

不断的在说话： 
 我却仍然没有回答，一片的沉静永

远守住我的魂灵。
（林徽因诗集节选）

《方 与 圆》书 评
人生本是一门方与圆平衡的艺术，方圆智慧更是为人处世的至高学

问。为了让读者了解方圆哲学的同时，又能游刃有余地使用方圆之道，把握
好方圆之度，作者李娜、龚雪莲携手推出了这本《方与圆大全集》。

本书以理论联系实际，全面系统阐释方
与圆大智慧的上品之作，是从浅显到深奥，
完整展现方与圆哲学的经典；是同类图书中
迄今为止内容最全面、方法最实用、技巧最
丰富的版本。全书从“方与圆”、“方圆智
慧”、“为人之道”、“处世之道”、“商海之
道”、“谋略之道”六个篇章揭示做人处世之
道。 全书在内容上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从“方之道”与“圆之法”的方圆哲学讲
起，讲述了为人之道、处世之道、商海之道以
及谋略之道等，书中还引用大量的事例加以
佐证，以阐述成功人士所应具备的待人、处
世、做事的技巧，进而说明如何在生活中、职
场中恰当地应用方圆哲学和方圆智慧，教你
圆润为人、圆融处世的技巧和学问。譬如，
“如何热爱生活”、“如何建立乐观的生活态
度”、“如何追求卓越”等等。这些技巧都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或是典故
生动鲜明讲述的，读罢此书让人心潮澎湃，受益匪浅。  

诚然，做人就是要像书中所说的那样：“方是做人之本，是堂堂做人的
精神脊梁；圆是处世之道，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品质。”《方与圆大全集》正是
每一位官兵都应该读的一本人生智慧哲学，阅读本书，你会掌握方与圆平
衡的艺术，必能助你在人生之路上进退自如，游刃有余，提引你飞向梦想的
天际。（来源百度）

幽 默 人 生
.“有没有那种天上掉钱的工作？”

  “有啊！ ”  “啥工作？”  “许愿
池里当王八呗！ ”  。。。
.猪圈里有三头猪，一头肥，一头
瘦，还有一头不肥不瘦。   有一天，
屠夫磨着刀走来。   肥猪想：一定
杀瘦猪，光吃饭不长膘。   瘦猪想：
一定杀肥猪，能卖个好价钱。   不

肥不瘦猪想：怎么也轮不到我。   
后来，屠夫把三头猪全杀了。临死前
三头猪很平静，也一致认为屠夫很
公平，谁也没吃亏。
.“离婚证有什么用呢？”  “多一
个证，无论是应聘还是面试的时侯，
总能为自己带来一点底气与自信！”

今年是我院建校 20 周年，这次 20 周年来临之际，由西安高新科技学院主
办，体委部承办的春季运动会即将在泾河新校区举办。

阳光正好，微风拂面。在田径场上肆意挥洒青春的汗水，走在充满活力的
体育场，阳光刚好倾斜在自己的脸颊，每一个在体育场上挥汗如雨的背影，都
让人感觉元气满满，活力无限。

每一个运动项目都是青春活力的象征，无所谓胜负。在体育场内，每一位
对手都是你的朋友，他们的存
在让你更加强大，更加努力。
你的多巴胺刺激着你散发青
春的魅力。

在大学生活里，就是一段
刚刚好的年龄阶段。这个阶段
我们正值青春年少，敢于挑
战，也乐于挑战，但是最重要
的是我们要敢于挑战我们自
己。因为每一次挑战都是一个
成长，每一个挑战的过程也必
定会让我们明白一些成长的
道理。我们也要积极展示自
己，不惧挑战，无畏结果，参与
了就证明我们敢于去正视自

己，敢于去挑战自己。
运动会就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提供了太多的发挥空间。他的每一项项目

都是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让你尽情的释放你的魅力。尽情的去燃烧多巴胺，
释放青春的汗水与活力。在这个美好的年纪，我们喜欢雨后的彩虹，喜欢阳光
普照的大地，也喜欢那种挥洒汗水的感觉。

提高自己，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学生。把每一次展示自己
的机会都紧紧握在自己手里，不要在一切都没开始之前就去强化成败。在这个
年纪，我们要做的是挑战自我，让每一次的机会变成成长的阶梯。敢于开始一
个挑战也是去完成一次蜕变。我们无须去在意成败，每一次成功都是对自己的
奖励而每一次的失败就是积累经验的时候，而这些经验对我们的成长具有很
大价值。所以，无谓一切，敢于去做，敢于去面对，成长才有意义，青春才有价
值。

在此运动会来临之际，伴着春风，踏着阳光，让我们一同走进体育场，积极
参与其中，把最好的青春留给最有拼劲的自己，把最好的年华留在最美的校
园。在阳光的照耀下，燃烧多巴胺，肆意挥洒汗水，释放青春活力。春风十里，不
如体育场上挥汗如雨的你。（文；现教一班 李淑娟）

新华社北京 3 月 18 日电（记者吴晶、胡浩）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8 日
上午在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国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致以
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他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
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
题。新时代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教
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同
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

话。他强调，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
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
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

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奋
斗终身的有用
人才。在这个
根本问题上，
必 须 旗 帜 鲜
明 、 毫 不 含

糊。这就要求我们把下一代教育好、培养好，从学校
抓起、从娃娃抓起。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
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
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
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我们办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
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奋斗之中。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

责任重大。
习近平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

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课
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第一，政治要强，让有信仰的人
讲信仰，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
政治清醒。第二，情怀要深，保持家国情怀，心里装
着国家和民族，在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关注时代、
关注社会，汲取养分、丰富思想。第三，思维要新，学
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新课堂教学，给
学生深刻的学习体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
念、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第四，视野要广，有知识
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
纵横比较，把一些道理讲明白、讲清楚。第五，自律
要严，做到课上课下一致、网上网下一致，自觉弘扬
主旋律，积极传递正能量。第六，人格要正，有人格，
才有吸引力。亲其师，才能信其道。要有堂堂正正的
人格，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用真理的
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自觉做
为学为人的表率，做让学生喜爱的人。（来源：新华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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