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赵朝文

2019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四

教 育

本报记者王明浩、刘元旭、李鲲、张建新

“你是中国人吗？”“是！”
“你爱中国吗？”“爱！”
“你愿意中国好吗？”“愿意！愿祖国

繁荣富强！”
2019年 8月 25日，在南开大学新百

年首批本科生“入学第一课”上，校长曹雪
涛高声发问，4000多名学子铿锵作答。

这是一场穿越历史时空的对话。
1935 年 9 月 17 日，南开大学新学

年“始业式”上，校长张伯苓提出了振聋
发聩的“爱国三问”，点燃了师生的爱国
斗志。

100 年前，曾亲历“国帜三易”屈辱
的张伯苓，怀揣“痛矫时弊，育才救国”的
梦想，和爱国教育家严修一起创办了私
立南开大学。

100 年来，南开用救国、兴国、强国
的自觉与担当，不断对“爱国三问”作出
郑重回答。

抗战时期，她因是“反日的基础”而
被日寇毁掠化为焦土；被迫南迁，她在祖
国西南边陲弦歌不辍，与北大、清华共同
组成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西
南联大；北归复校，她涅槃重生，为新中
国建设与发展上下求索、革新图强；改革
开放后，她紧扣时代脉搏，“知中国，服务
中国”；新时代，她加快“双一流”建设，继
续书写新篇章……

百载风雨，沧桑砥砺。这所由一群不
服输的中国人自己创办的高等学府，走
出了心系国家、服务社会的爱国道路，铸
就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品格，焕
发出充满朝气、面向未来的青春精神，培
养出了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郭
永怀等一大批名家大师与国之栋梁。

穿越百年时空，质朴厚重的“三问”
始终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今年 1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开大学考察调研
时，高度赞扬了张伯苓老校长著名的“爱
国三问”，指出：“这既是历史之问，也是
时代之问、未来之问。”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南开精
神；作育英才，传承文明，泱泱学府北辰。

百年南开史，浓缩了中华民族的气

节与担当，承载了中国大学的初心与梦
想，映照着中国从积贫积弱走向富强兴
盛的沧桑与辉煌。在 10 月 17 日南开大
学迎来建校 100周年之际，穿越历史，回
望来路，可以在“爱国三问”的世纪赓续
中，读懂属于中国的“大学气质”。

爱国之魂 弦歌不辍

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主教学楼前，
周恩来同志的塑像静静伫立。他是南开
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学号 62 号。

诞生于五四运动中的南开大学，是
以“育才救国”为初心而创办的私立
大学。

彼时的中国，风雨如晦，内外交困，
主要创办人张伯苓曾亲历“国帜三易”
之耻。

1898 年 7 月，英国继日本后强租山
东威海，北洋水师通济轮奉命前去办理接
收和移交手续。22 岁的张伯苓目睹了屈
辱一幕：先是日本太阳旗降下，清朝黄龙
旗升起，但仅过一日又改悬英国米字旗。

深受刺激的张伯苓慨叹“念国家积
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
道，端在教育”，随后离开北洋水师，走上
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百年来，在南开，爱国永远不是一句
口号，而是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

20世纪 20 年代，日本殖民势力侵
入东北。南开大学成立了东北研究会，先
后四次组织师生实地考察，并于 1931 年
秋编纂成《东北地理教本》，作为当时南
开的“独有教材”。

“南开是最早发现、揭露日本军国主
义图谋我国东北野心的学校，也是积极
参与抗争的组织。”张伯苓先生的嫡孙张
元龙说。

民族危难时刻，南开师生始终站在
爱国救亡运动前线。1934 年，第十八届
华北运动会开幕式上，数百名南开学生
用紫、白两色小旗组成“勿忘国耻”“收复
失地”等字样，让现场的日本驻津总领事
气急败坏。

一次次的爱国抗争，犹如一把把匕
首。侵略者对此恨之入骨，叫嚣“南开大
学是反日的基础，我们必须毁掉一切反
日的基础”，妄图“去其史、灭其魂”。

1937 年 7 月 29 日凌晨开始，南开
校园遭到日军轮番轰炸和纵火焚烧，只
剩“半座思源堂”，成为第一所被日寇毁
掠并化为焦土的中国高等学府。

物质虽毁，但精神不灭。抗战胜利
后，在南京的一个茶话会上，主持人对张
伯苓说：“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
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张伯
苓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
兴。”

而据不完全统计，建校以来，有名可
考的南开英烈就有 36 位，他们用鲜血和
生命诠释了“爱国三问”。

百年风华，初心始终。南开大学推行
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三位一
体”模式，把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到全员、
全方位、全过程的育人实践中。

发挥课堂教学的主阵地作用，南开
大学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课程；推动“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同向同行，促进各类课程与
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开设“中国发
展”系列课，突出价值引领。

历经战火淬砺留下的革命历史、红
色文化等丰富资源，成为爱国主义教育
的宝贵财富。每年重要时间节点，学校都
会举行“纪念先贤、缅怀先烈、勿忘国耻、
铭记历史”主题教育活动。以爱国奋斗为
主题，编纂出版百年校史丛书，成立爱国
奋斗精神宣讲团，运用新媒体手段，播讲
南开故事，弘扬爱国精神。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南开大学注重发挥社会实践对学生
爱国精神的塑造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
探索形成了师生同学同研、同行同讲的
“四同”社会实践育人新模式，每年数千
名师生深入基层，对爱国、担当、为民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

“南开大学围绕爱国主义教育进行
了不懈探索。实施德智体美劳五育并进
的‘公能’素质教育，打造点线面结合、人
事物融汇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厚植爱
国主义情怀，让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成
为‘南开的魂’。”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
山说。

巍巍南开，沧桑百年。爱国，已经熔
铸进南开人的血脉中。

在南开大学即将迎来建校百年之
际，2019 年 1 月 17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南开大学考察调研，逾 5000 名师
生齐声高喊“爱我中华，振兴中华”，共同
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爱国之魂，弦歌不辍。

报国之行 薪火相传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地球另一端，
破解跨声速气体动力学世界难题的科学
家郭永怀，萌生了回国之念。

面对美国重重阻挠，他不屈不挠，不
惜烧掉多年积累的讲义和研究资料，义
无反顾，1956 年终于回到祖国，后来成
为唯一一位以烈士身份追授“两弹一星”
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郭永怀用以身许国的报国之行，给
出了南开学子对“爱国三问”最激昂的
回答。

反对只空喊口号而不做实际工作的
所谓爱国。1928 年，张伯苓主持制定《南
开大学发展方案》指出：“吾人为新南开
所抱定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
国’二语。”

自此，南开大学确立了“土货化”办
学方向，即“贴近中国国情”“扎根本土实
际”。

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等一
系列直接为社会服务的系科和研究机构
应运而生，被公认为独开风气之先。

“ 90 多年前，南开经济研究所就立
足服务国家，发布了一系列‘南开指数’，

享誉中外。如今，这一传统仍在延续。”南
开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刚说。

百年来，南开人始终将爱国情怀书
写在扎根人民、报效国家的担当实践中。

1956 年，何炳林、陈茹玉夫妇毅然
放弃美国的优厚条件，回到母校南开大
学任教。尽管科研条件十分简陋，但何炳
林却仅用两年时间合成出当时世界上已
有的全部离子交换树脂品种，为铀的提
炼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作出贡献。

矢志报国，南开人始终紧贴国家需
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任南开大学校
长的杨石先，毅然放弃深耕几十年的药
物化学研究，转向国家急需的有机农药
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率先恢复国内停办多年的社会学专
业，建立全国高校首个旅游系，开创中国
精算教育先河……改革开放时期，南开
大学在加强基础性学科同时，积极发展
应用性学科，以适应国家发展的迫切
需要。

“按劳动贡献分配”的理论，我国首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高效绿色除草
剂“单嘧磺隆”，“建设京津城际高速铁
路”的概念……一项项首创性的成果相
继涌现。

为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南开大学积
极调整学科布局，加强原始创新和自主
创新，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许多人不知道，手机上就有南开人
的创新贡献。

“大光圈智能拍照”过去只能在笨重
的单反相机上实现，而采用了南开大学教
授程明明团队研发的“显著性物体检测技
术”后，华为手机实现了大光圈拍照。

翻开南开大学的创新“成绩单”，近
两年一批具备高显示度、高影响力的创
新成果争相涌现——

“炎症性免疫反应的新型分子与细
胞机制”入选 2018 年度“中国生命科学
十大进展”“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
展”；

“桥式吊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获
第七届吴文俊人工智能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

“蓖麻油制备航空煤油的催化剂及
其制备方法”发明专利，以 1 . 05 亿元作
价入股，实现产业化；

“全光纤近红外光谱仪”，解决“天宫
一号”“天宫二号”在轨航天器有害气体
检测难题；

自主研发的抗脑胶质瘤新药，获 10
余项国家专利；

“面向生物医学工程的微操作机器
人系统”入选“ 2018中国智能制造十大
科技进展”；

主持编制国内首个《大气颗粒物来
源解析技术指南(试行)》；

乙炔法氯乙烯合成的无汞催化技
术，为根本解决我国氯乙烯行业汞污染、
最终实现非汞化提供技术支撑……

大学初心，只在育人。南开大学“允
公允能，日新月异”八字校训，开宗明义：
要培养既有为“公”之精神，又有为“公”

之能力的人。
沉潜务实，是社会对南开学生的

评价。

曾有一句俗语在民间流传：入得南
开，便可放心。南开一向以治学严谨闻
名，曾率先打破中国博士生教育“零淘汰
率”的惯例。

现代微分几何之父、数学大师陈省
身曾回忆，求学南开时深感学校“以脚踏
实地见长”，老师学生“是极为认真的”。

爱国报国不是空话。一批批南开学
子将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

2019 年 9 月，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
周恩来同志塑像前，阿斯哈尔·努尔太等
8 名南开大学入伍学子退役回到母校复
学。两年前，同样的地方，他们带着母校
嘱托，奔向军营，很快在军营里收到了习
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勉励。党的十八大以
来，已有 50 余名南开学子应征入伍。

“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奔向那里。”
阿斯哈尔·努尔太说。

报国之行，薪火相传。

强国之志 生生不息

在南开大学中心花园里，苍翠松柏
环绕中，张伯苓长眠于此，留下了未竟的
心愿——

“务使我南开学校，能与英国之牛
津、剑桥，美国之哈佛、雅礼(今译耶鲁)
并驾齐驱，东西称盛。”

遗憾的是，1951 年，先生抱憾归天。
逝世前他曾说过：“我死后一定要埋在南
开，要看着南开。”

斯人已去，但南开人从未忘记老校
长提出的宏伟目标。

进入新时代，南开大学在加快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征程上，日新
月异地发展，对“爱国三问”做出新的
回答。

办好“双一流”大学，需要有一流的
发展格局。

在南开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做
学问要顶天立地。”

“‘顶天’，就是瞄准国家需求、追踪
世界前沿；‘立地’，就是紧贴中国实际、
服务社会发展。”今年 88 岁的中国农药
科学顶尖专家、南开大学教授李正名院
士说。

近年来，南开大学既吸收世界上先
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扎根中国大地办
大学，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学术前
沿，加快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南开大学作为我
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镇，深入研究阐
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动服务京津冀协同、“一带一路”、
自贸区等国家建设。近五年，南开大学立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 50 项，位居
全国高校第五，承担直接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的项目 1400 余个。

在基础性研究以及引领性原创研究
方面，南开大学展现出强劲实力。近十
年，SCI收录论文篇均被引用次数近 15
次，在全国累计被引用篇数较多的高校
中排名首位。

办好“双一流”大学，需要有一流的
学科布局。

在保持传统优势的情况下，南开
大学大力发展应用性文科和新工科，
着力构建具有南开特色的现代工学体
系，新组建了金融、材料、统计、人工智
能、网络安全等学院，并大力推动学科
交叉融合，开展生态文明、大数据、智
能科学研究。

办好“双一流”大学，需要有一流
的师资力量。

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教
育教学主战场，识才、爱才、敬才、用
才，在南开大学蔚然成风。

今年教师节，南开大学颁发首届
教育教学奖，其中终身成就奖 2 人、杰
出贡献奖 10 人、青年教师奖 10 人。

一流的大学，需要培养出一流的
学生。

南开大学重视本科教育，提出“本
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

今年 5 月，南开大学发布《一流本
科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19-2021
年)》，从 10 个方面推出 40 条创新举
措，实现从“学科为本”转向“学生为
本”，从“传授知识”转向“提升素质”，
从“以教为主”转向“以学为主、教学相
长”等的创新转变，全方位提升本科教
育质量。

面向新百年，一张新的宏伟蓝图
已经绘就。

作为南开新百年推进“双一流”建
设的战略路径和发展引擎，“4211 卓
越南开行动计划”全面启动，旨在全面
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办学影响力。

9 月 17 日，南开大学建校 100周
年倒计时 30 天新闻发布会上，曹雪涛
对计划进行了全面介绍——

“ 4”是实施“文科振兴”“理科提
升”“工科攀登”“生医发展”四大计划；

“2”是构建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
两大奖励体系；

第一个“1”是在校内建设十大交
叉科学中心，学校给予每个中心每年
3000 万元以上的科研经费资助，通过
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打破传统学科间
壁垒，以重大科学问题和国家重大需
求为牵引，促进学科交叉创新和群聚
发展，形成一批新的学科制高点和增
长点；

第二个“1”是在海外携手世界一
流大学打造十大联合研究中心。

“新时代新百年新征程，我们将以
开拓创新、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勇攀
高峰、勇做标杆，在对标一流中施展作
为。”杨庆山说。

十秩峥嵘薪火相传，百年恰是风
华正茂。新征程上，南开瞄准建设南开
品格、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将
“爱国三问”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

续写新的辉煌。
9 月 8 日，古朴的南开园又迎来

了新百年的首批研究生。开学典礼上，
5000 余名研究生挥动红旗，“青春告
白祖国，我爱你中国”的口号响彻八里
台校区体育中心。

强国之志，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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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记者张逸
飞）日前，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深化本
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加强学
生体育课程考核，不能达到《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合格要求者不能毕业”的要
求再次聚焦大学生体质健康。这意味着以
后大学生体育“挂科”也可能会影响正常
毕业，这样的要求释放出哪些信号？

引导树立健康第一的教

育理念

目前，我国在基础教育阶段重智育
轻体育的思想仍未得到根本性扭转。运
动意识差、体质下降明显、锻炼时间不足

等问题在大学生群体中依然广泛存在，
“健康第一”的意识在学生和社会中都有
待觉醒。

“无论是在学校学习，还是走到社会
上，包括从事科学研究方面的工作，身体
健康都是你取得成绩、做出贡献的基础，
没有一个好身体，其他的都无从谈起。但
在我们的学生中间，有这种意识的不是
太多而是太少了。”从事多年体育教育研
究的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中心主任王
宗平说。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
王登峰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大学教育
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参
加体育活动有很多社会化的功能。他说：
“现在出台这些政策的着眼点不仅仅是

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体育活动还能磨
炼意志品质、提高抗挫折能力和团队合
作能力。这些对于学生个人、家庭和社会
来说可能比单纯的成绩更重要。”

大学体育教育将增加过

程性考核

大学体育成绩与毕业证捆绑是否意
味着没有运动天赋的学生即使专业课再
好也拿不到毕业证？受访的多位专家表
示，这是对政策文件的误读。

在 2014 年发布的《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中，被认为难度最大的耐力跑项
目，大三大四男子 1000 米和女子 800 米
的及格成绩分别为 4 分 30 秒和 4 分 32

秒。“现在的成绩要求已经放宽很多了。
达到这个成绩不需要你的运动天赋有多
么突出，只要坚持正常参加必要的体育
运动就能达到。当然，一个大学生如果成
天在宿舍里打游戏就想达标肯定有困
难。”王宗平说。

王登峰也给担心因为一次体育测试
成绩不合格而影响正常毕业的孩子吃下
一颗定心丸。他表示，全国各普通高校将
增加体育课程设置和学生管理。在体育
成绩的评定中，日常体育课出勤、早操签
到以及代表班级和院系参与体育竞赛等
体育相关活动也占据一定权重，注重过
程性考核。“目前的体育健康测试覆盖了
大学所有年级，这样学生体质健康才能
保持连续性，不能靠突击训练拿到短期

合格。而且如果有学生因为体育成绩不
合格没拿到毕业证的，当年也有机会通
过补考拿到毕业证。”王登峰说。

学校体育资源将更多普

惠全体学生

早在 2014 年，教育部就曾发布《高
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这个标准明
确提出，各高校要全面实施《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
心，每年将测试成绩向学生反馈。这就对
各高校体育教育的软件和硬件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重庆市政协委员、西南政法大学教
授程德安认为，这次《意见》再次聚焦大

学生体质健康，对高校体育教育资源
向全体学生普惠具有积极意义。

“按照《意见》的要求，高校除了要
保障能为学校争得各种荣誉的有体育
特长的学生外，也必须满足全体学生
对体育教育资源的需求，这也是对现
有体育教育资源的一种更有效利用。”
程德安说。

在被问及《意见》中的要求是否具
有可操作性时，王登峰认为，目前全国
高校体育工作经费、体育教师的数量和
硬件设施水平可以满足学生的需求。
“当然，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也是一项系
统的工程，需要学校、学生、家长以及社
会共同努力。我们高兴地看到，重视大
学生身体素质的氛围正在形成。”

大学体育成绩与毕业证捆绑释放哪些信号？

左图：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主教学楼前，周恩来总理的塑像静静伫立（10 月 14 日摄）。
右上：学生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图书馆内阅读（10 月 14 日摄）。 右下：学生们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体育馆内运动（10 月 14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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