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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高 等 教 育 国 际 论 坛 年 会 开 幕

2020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冶在郑州开幕遥结合
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袁 围绕高等教育高质
量发展袁教育部党组成员尧副部长钟登华提出两个观
点院一要深刻认识发展成就袁进一步坚定高等教育制
度自信曰二要聚焦教育强国建设袁提升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遥

钟登华表示袁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坚持扎根中国尧
融通中外袁 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
制度自信遥构建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袁需
把握六个关键点院明确方位尧锚定目标 曰体现改革创
新根本动力曰坚持问题导向曰坚持目标导向 曰坚持系
统观念曰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以 叶适应新发展
格局需要 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曳为题作主题报
告遥他指出袁新发展格局下实现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
发展需要从六方面做出努力院 一是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袁巩固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袁尊重人才培养规
律袁构建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遥二是
通过优化区域布局结构尧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尧建设分
类办学体系袁 优化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的教育布局
结构遥 三是提升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的创新服务能
力袁争当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尧甘坐强化基
础研究的冷板凳尧 占领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制
高点袁 在服务支撑国家人才需要和创新需求等方面

担当更为重要的责任遥 四是注重理念革新尧 思想先
导袁破立结合尧以立促破袁综合施策尧协同发力袁形成
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的教育评价机制遥 五是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尧 把握办学方向袁 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
系尧落实立德树人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尧汇聚办学合
力袁完善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的大学治理结构遥六是
坚持扎根中国与融通中外相结合以 野合力解题冶袁坚
持有选择的 野请进来 冶尧有章法的 野走出去 冶尧有目标
的 野深参与 冶袁坚持开放共享与合作共赢 尧营造发展
新格局袁开拓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的开放合作局面遥

加强大学生幸福能力培养
据悉袁本次论坛年会以野加快推进大学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冶为主题袁围绕六大议题展开深入
研讨和交流袁 论坛年会参会人数达到 1200 余人袁包
括 27 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嘉宾 114 人袁国内高校领
导 200 余人遥

近日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叶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曳袁明确要求野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尧幸福感尧安全感袁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冶遥 可以说袁野幸福感冶是美好生
活的重要内容遥高校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袁基本
使命在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遥 大学生作为时代新人袁如何理解幸福尧
感受幸福尧追求幸福及创造幸福袁不仅关系到其个体
的健康成长袁也关系到整个社会幸福感的提升遥

加强学生幸福能力的培育必须回归生活袁 把握
实现幸福的方法遥在人的一生中袁人们对所从事的工
作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认知袁 一般会经历
从工作到事业再到使命的过程遥 人生的最大价值在
于把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奉献给自己钟爱的工作 袁把
有限的宝贵生命与无限的使命追求结合起来袁 从而
为社会进步尧国家发展尧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袁
创造更大的幸福遥

来自历史的经验
高等教育结构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组成部分之

间的配比尧联系尧组织方式与秩序袁是认识高等教育
系统的重要理论概念遥 高等教育的系统结构深刻影
响着高等教育功能的正常发挥袁 合理的高等教育结
构是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遥

基于现实的观察
我国历次高等教育结构调整随之带来的高等教

育 野阵痛 冶袁既是不得不交的 野学费 冶袁也是改革的有
效尝试遥

从教育层次结构来看袁 高等教育规模扩展速度
过大过快袁生均教育资源占有量便会下降袁优质教育
资源稀释袁由此导致教育质量下滑袁高校毕业生在面
临高就业压力的背景下选择继续升学袁 研究生入学
压力随之增大袁整个高等教育结构呈现明显的野学历
后移冶趋势遥

对于未来的展望
我国高等教育适应 野新发展格局 冶袁需要实现高

等教育供给结构的整体优化袁构建创新尧协调尧开放
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遥 这种体系的构建首要的是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袁按照野四为服务冶的办
学方针袁既要满足适龄青年从野有学上冶到野上好学冶
的新高等教育需求袁 也要满足社会经济从外延式发
展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需求袁 更要满足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遥

渊来源院人民网冤

西 安 理 工 大 学 高 科 学 院 特 色 社 团
文 艺 演 出 走 进 校 园 助 推 脱 贫 攻 坚 战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精准扶贫和
野双百工程 冶对口帮扶 袁充分发挥学院
文化扶贫的优势 袁 进一步巩固提升脱
贫攻坚战的扶贫成效遥 11 月 20 日西安
理工大学高科学院史学英老师带领大
学生艺术团 尧音乐协会 尧武术协会 尧街
舞社尧演讲及辩论协会等 10 个特色社
团 50 多名师生赴黄陵县隆坊红军小学
开展野不忘初心 ?携手共进袁助力爷双百
工程 爷文艺汇演 冶活动 袁为黄陵县隆坊
红军小学师生献上冬日里最暖心 尧温
暖的关爱袁隆坊红军小学校长刘继民尧

副校长张艳龙等师生参加遥
在我院特色社团文艺演出之前 袁

黄陵县隆坊红军小学小学生们在舞台
上用一首首 叶红军小学之歌曳叶红军小
学袁红军娃曳叶习爷爷是我们的大朋友曳
叶防疫儿歌 曳等合唱歌曲 袁深深表达对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师生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 袁 一张张稚嫩的脸上洋溢
着灿烂的笑容 袁 他们用歌声传承着隆
坊红军小学的红金基因 袁 让在场师生
重回美好的童年时代遥

黄陵县隆坊红军小学师生整整齐
齐尧笑容满面坐在前方袁兴致勃勃地观
看着演出遥 我院大艺团带来叶桃花朵朵
开曳 的精彩舞蹈演出拉开了文艺汇演
的欢乐的序曲袁灯光闪起袁舞者从容而
舞尧形舒意广遥 袁林同学带来的京剧表
演曲高和寡 尧 余音绕梁 袁 让人恋恋不
舍袁难以忘怀遥 精武武术协会带来的双

节棍表演 叶棍舞风云 曳袁随着铿锵有力
的音乐响起袁表演者不经意的动作袁也
决不失风度袁手眼身法都应着鼓声袁强
有力的臂膀帅气的甩动着双节棍 袁台
下的小学生们袁欢呼声一浪比一浪高袁
满眼流露出对大学生的崇拜和美好大
学生活的向往与憧憬 遥 经典诗文朗诵
与炫酷的街舞表演叶牛奶颂曳更是让小
朋友们对未来完整大学生活充满期
待遥 在歌曲叶纸短情长曳尧小品叶上课请
听讲曳尧乐队表演和中间主持人与红军
小学学生互动知识问答环节中送出学
习用品等进行互动袁 每一次互动进一
步拉近大学生和小学生内心的距离
感袁是他们彼此心灵的碰撞和交融遥 大
学生的再次到来犹如一盏明灯 袁 传递
了爱心袁传播了文明袁更温暖了黄陵隆
坊红军小学的冬天袁 也更点亮他们对
美好未来的憧憬 袁 激发他们的矢志求

学梦想遥
自 野双百工程 冶开展以来 袁西安理

工大学高科学院与黄陵县结下深厚的
友谊袁学院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号召袁切
实履行高校服务社会职能 袁 助力地方
脱贫攻坚 袁 深化学院开展教育帮扶活
动袁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心动力尧
增强脱贫致富信心袁 引导贫困少年儿
童在各类实践活动中 野立志向 尧 筑梦
想冶袁争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小模范尧小标兵袁不断将野扶志扶智冶落
到实处袁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战成效遥

渊来源 :吕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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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七 事 变 》 观 后 感

野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袁那里有森林煤矿 冶这
首 叶松花江上曳是由张寒晖作于 1936 年 遥 因为 1931
年 9 月 18 日袁 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中国东三省袁蒋
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袁驱赶野剿共冶前线的东北军官
兵袁他们带着一家老小在西安流落街头袁他们有家不
能归不能与外来入侵者搏斗却要为反共反人民的内

战去卖命袁他们心头充斥着愤懑与悲怨袁正是在这种
悲愤的背景下张寒晖谱写了这首感人肺腑的歌曲 遥
这首歌不出意外的在西安城走红一直流传至今遥

这首叶松花江上曳唱的正是关于日本侵略者打响
侵华第一枪的九一八事变曰 纵观中国近代史日本侵
华战争是我中华民族经历的最大的灾难而九一八事
变正是这场灾难的开始袁自九一八开始袁中华民族开
启了长达 14 年的浴血奋战袁 在日军铁蹄的肆虐下袁
930 余座城市被占领袁4200 万难民无家可归袁3500 多
万人或伤或亡噎噎中华儿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遥

靡不有初袁鲜克有终曰不忘初心 袁方得始终遥 九
一八是中华民族的一道伤疤袁 是中华儿女的一座警
钟曰 为什么区区弹丸之地的小国敢对我泱泱大国发
动战争钥 为什么区区数十万之人的国家敢对我数万
万同胞步步紧逼钥 如今的我们之所以纪念这段历史
是为了让大家铭记野落后就要挨打冶遥 今日的和平都
是先烈们用血换来的袁是先烈们 14 年的浴血奋战从
侵略者手中夺回来的这十四年中有太多太多我们不
能忘记的东西遥

历史的耻辱是对昨日的惨痛记忆袁 更是今日我
们前行奋进的不竭动力遥 在 2016 年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袁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地
说道院95 年来袁中国走过的历程袁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走过的历程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尧汗
水 尧泪水写就的 袁充满着苦难和辉煌 尧曲折和胜利 尧
付出和收获袁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尧不容
否定的壮丽篇章袁 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
来尧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遥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袁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遥如今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袁 今天的中国已经前所未有
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袁 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袁 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
的能力和信心遥又一个九一八到了袁中华大地再响起
凄厉的报警声它是历史这面铜镜的清洁剂袁 它倒逼
着我们认清自己的目标让我们不忘初心尧继续前进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筑梦征程中续写新的
辉煌遥

渊来源院文案策划部 石圆 )

雄 鹰 展 翅 ，振 臂 高 飞
要要要 我 的 祖 国

古语云院野国家兴亡袁匹夫有责遥 冶国家的兴衰安
危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袁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自己遥因
此袁 我忠诚的希望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拥有一颗爱国
之心袁衷心的祝愿我们的祖国如雄鹰一样展翅高飞遥

屈原的著作叶离骚曳中曾言院野长太息以掩涕兮袁
哀民生之多艰 袁路漫漫其修远兮 冶 ,充分体现了他强
烈的爱国之心 遥 野宁溘死以流亡兮袁 余不忍为此态
也冶更加强有力的表现出他的忧国忧民袁是他一生爱
国的一个真实写照遥拥有一颗爱国之心袁才可能流芳
百世袁才有可能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袁做一个对
祖国有用的中华儿女遥宋代诗人陆游袁一生都在为收
复中原而忙碌袁临终前也不忘嘱咐自己的儿子野王师
北定中原袁家祭无忘告乃翁冶遥 他的那种野收复失地袁
统一中原 冶 的国家情怀让每一位中华儿女所铭记 袁
野楼船夜雪瓜洲渡袁铁马秋风大散关冶更是他征战沙
场袁以实际行动报国的一个真实写照遥

野少年智则国智 袁少年富则国富 袁少年自由则国
自由 冶袁每当我看到梁启超先生 叶中国少年说 曳里面
的这句话时袁心中的爱国之情尧报国之心不禁油然而
生遥是啊袁青少年的成就将影响着我们的祖国以后近

几十年的发展袁 我们的祖国是否依旧能够继续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遥如今我们作为跨世纪的一代袁面对
未来祖国前途的无限光辉灿烂袁 我们更应该具有爱
国之情和树立报国之心遥 当看见祖国领土完整遭受
破坏时袁我们年轻的将士挺身而出袁保卫祖国的领土
完整曰当看见祖国需要向前发展时袁我们应该发挥自

己所长袁以科技兴国遥 2013 年 5 月 4 日袁习近平总书
记在座谈会中指出院野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袁 青年
一代有理想尧 有担当袁 国家就有前途袁 民族就有希
望 袁 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
量冶遥

时至今日袁我们的国家已步入新历史袁机遇与挑
战并存遥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袁 对世界经济发展
带来了巨大负面的影响遥 我们的国家很快控制了疫
情的迅速蔓延袁 而现在的许多国家还未控制疫情的
蔓延速度袁他们的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中遥中国的疫
情很快被控制袁我想正是由于党中央积极指挥应对袁
无数医护人员奋战一线袁全国人民戮力同心遥疫情期
间无数的志愿者们将自己的爱国之心表现的淋漓尽
致袁每个国人都希望疫情早日结束遥我相信疫情终将
彻底过去袁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袁如雄鹰一般展翅高
飞遥

作为时代青年袁我们应该怀有一颗爱国之心袁树
立报国之志遥 最后袁 我愿我们的祖国如雄鹰一般展
翅袁振臂高飞遥

(来源院文案策划部 丁欢 )

我常常想
我们这个国家从何而来钥
华夏部落从何而来钥
中华民族从何而来钥

站在黄河边上
望着滔滔的黄河之水

仿佛听到了遥远的呐喊之声
那波涛流动

载着无限的历史向前滚滚

那北边的狄袁南方的蛮袁东边的夷
和西方的戎袁

一下收拢集中袁一下四分五裂袁各迸
西东

历史的结局总是散与合拢
那过去的区别

早已是现在的独特色浓

看安代舞激动袁听篝火的兴隆袁
有泼水的凉感袁品那达慕的勇猛遥
有信天游的高嗓袁有呼麦的辽阔瑰

雄遥
各色的风袁各色的浓袁各色的情
还有那五十六朵的花容

河山依旧袁

江川画浓袁
那低高起伏的不平
展示着民族的伤痛
那百年的耻辱

依然留存的遗址和遗风
声嘶力竭的
那曾经的怒吼

化作今日的一跃成龙
那红旗飘飘

不正是烈士们的鲜血染成浴

一心的中华民族
包含了无数的龙凤
在大时代中
鹏鸟振翅高飞袁
蛟龙跃海翻腾遥

屹立东方的雄鸡袁
唱出了中华的兴隆之声

民族的臂膀袁
如今在祖国的建设征程中

已如同一条编织交叉而成的钢绳浴

渊来源院文案策划部 杨小娜 冤

我 一 遍 遍 的
唱 着 民 族 之 声

忆惘昔

世界上最残忍的不是平行线袁而是
相交线袁因为错过了那个交点袁就会越
来越远遥

相识于那个春天的我们袁终究在这
个冬天选择了结束遥 相识的沧澜江依旧
湛蓝清澈袁同游的北海还回响着浩瀚波
涛遥 我有了新的开始袁你也有了你的未
来遥 也许现在回想曾经的相识相知袁依
然仿佛就在昨日遥 时光仿佛白驹过隙般
流过袁眨眼今日间便已形同陌路遥 我们
都曾希望时光能够温养了美好袁岁月能
够留住了青春袁然而生活总是充满着意
料之外遥

风起北海，云起沧澜
世界上最残忍的不是平行线袁而是

相交线遥 因为错过了那个交点袁就会越
来越远遥 未来已经不奢望地久天长袁只
求岁月无恙袁可有一念遥 人生很长袁长
到我们能遇到太多太多的人遥 时光很
短袁短到我们觉得相遇如梦袁眨眼便是
一生遥

我们也曾期望一梦百年袁现实终究
给我们浇了盆冷水遥 终究我不曾如你期

望那般为那一身南乡烟雨倾覆所有袁只
能倾我所有袁但荣华谢后袁不过一场山河
永寂遥

不念过去，不忘将来

红尘初妆袁山河无疆袁最初的面庞袁
碾碎梦魇无常遥 不曾期望你我命格无
双袁却期待彼此能共度岁月无常遥 曾不
亏欠任何一分热情袁也不讨好多余那分
冷漠遥 生活相伴无奈袁岁月不会停留袁也
许不能再相视一笑互道一句院野你看袁下
雪了遥 冶只能默默回望曾经一笑而过的
那句衣带渐宽终不悔袁为伊消得人憔悴遥
曾经得到了不该得到的得到袁就一定会
面对不想失去的失去袁现在只能忍受别
人不想忍受的忍受袁未来还不知道能不
能坚持别人不能坚持的坚持遥 虽然至此
已然有缘无分彼此天各一方袁但依然祝
愿对方能笑颜常开遥 余生不曾也不会再
有相知相伴袁只能相祝一声袁愿你一生平
安喜乐遥

渊来源院记者团 林枫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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