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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康丽）“坚持问题导向，精

准施策发力，以标准化建设为牵引提升党建质

量，促进党建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教育部日

前在北京召开第三场教育奋进之笔“1+1”系

列发布会，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张东刚

表示，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教育部

党组作出写好教育“奋进之笔”的重大部署，把

今年确定为教育系统党建质量年，部署全面实

施“基层党建质量提升攻坚行动”。

根据攻坚行动安排，教育部党组近日印发

《关于高校党组织“对标争先”建设计划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对标争先”实施意见》）和《关于

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双带头人”实施意见》）。

张东刚介绍，《“对标争先”实施意见》是写

好教育系统党建工作“奋进之笔”、提高高校党

建工作质量的总抓手，聚焦的是高校党建工作

体系不健全、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党内

政治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少数党支部软

弱涣散等问题。

“对标”是根本，“争先”是目标。《“对标争

先”实施意见》提出“4个全面对标”任务，要求全

面对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对标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对标党章党规

党纪，全面对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对标争先”实施意见》还分别从高校党

委、院（系）党组织、基层党支部三个层面明确

了“对标争先”要求。高校党委要做到“4个过

硬”，即把方向过硬、管大局过硬、作决策过硬、

保落实过硬。院（系）党组织要做到“5 个到

位”，即党组织领导和运行机制到位、政治把关

作用到位、思想政治工作到位、基层组织制度

执行到位、推动改革发展到位。基层党支部要

做到“7个有力”，即教育党员有力、管理党员有

力、监督党员有力、组织师生有力、宣传师生有

力、凝聚师生有力、服务师生有力。

在张东刚看来，《“对标争先”实施意见》将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融入高校党组织建设各项

工作，聚焦党建工作中心任务，就完善党建工作体

制机制、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打出了一套“组合

拳”。他透露，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实施“十百千

万”工程，即以两年为一个周期，面向全国高校培

育创建10所党建工作示范高校、100个党建工作

标杆院系、1000个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训万名

基层党组织书记。此项工作已纳入教育部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经费保障，首批“十百千万”工

程培育创建工作将于2018年下半年开展。

抓好基层党建关键在人，这也正是《“双带

头人”实施意见》印发的背景。张东刚表示，这

是实施“对标争先”建设计划的突破口，针对的

是当前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的党支部主体

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少数教师党支部书记能力

不足、少数青年教师入党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双带头人”即推动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普

遍成为党建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双带头人”

实施意见》提出“力争在2020年底前，基本实现

双带头人支部书记选拔方式全覆盖，使教师党

支部书记普遍成为双带头人”的工作目标，强调

把选优配强支部书记作为工作基础，把推动支

部书记履职尽责作为着力重点，把加强支部书

记培养教育作为重要保障，细化“双带头人”教

师党支部书记的选任标准、选任方式、重点任

务、培养教育、示范引领等5方面任务要求。

张东刚透露，接下来教育部将面向全国高

校开展“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培育

建设工作，计划以3年为一个周期，支持建设一

批“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开展理论

与实践探索，健全完善“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

记选拔、培养、使用的体制机制。首批“双带头

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将于年内启动。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CHINA TEACHER PAPER

□ 本报记者 康 丽

把阅读作为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

重要途径，是当下学校的共识。这无疑

是必要的。阅读既是教师专业成长获

取养料的基本方式，也是教师终身学习

的基本外在标志。不过，对于教师的成

长而言，阅读虽然非常重要，但在我看

来，比阅读更重要的是独立思考。

阅读能扩大教师的知识面，拓宽教

师眼界，但没有独立思考，教师的知识

只是量的增加，知识结构难以得到优

化，知识也因缺少融合而很难生成新的

思想；阅读能丰富教师的教育理论素

养，但没有独立思考，教师既不可能对

教育教学有深刻和独特的理解，也很难

找到理念转化为实践行为的操作路径

和策略；阅读能让教师学到许多名师先

进的教育教学经验，但没有独立思考，

也许只会促使他们简单盲从或无所适

从。概言之，阅读的确能丰富教师的本

体性知识和条件性知识，但缺少独立思

考就无法生成教师的实践性知识。

正如哲学家叔本华所说：“一种纯

粹靠读书学来的真理，与我们的关系，

就像假肢、假牙、蜡鼻子和人工草皮，

而独立思考获得的真理，就像我们天

生的四肢：只有他们才属于我们。”

下列两种现象，正说明独立思考比

阅读更重要：一是为什么教师的学历水

平提高了，但教学还是“涛声依旧”？二

是为什么我们的教师培训花了不少人

力、物力和财力，而相当一部分教师还

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其中，最主要的

原因就是教师学历进修和在职培训内

容仍以知识传递和技能训练为本，基本

形式还是授课教师和专家一讲到底为

主，教师只是被动接受而没有学会主动

思考，教师的心智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

改变。殊不知，如果没有独立思考，知

识就仍只是知识，无法转化为促使自身

成长的力量。

教师的工作非常复杂，教育环境和

学生时刻处在变化之中，教育教学具有

高度的情境性和独特性，任何理论都无

法穷尽教育现场的所有可能，任何间接

经验都无法直接复制到自身的实践中，

唯有通过独立思考才能建构和实现自

身的教育理想，才能发现和解决自身教

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涵养并促成

自己的教学风格和教育智慧。

独立思考的基本形式有三种。一

是追问，即通过不断问“为什么”而探寻

自身与他人行为背后的逻辑，探析自身

与他人理论和思想的源头，一直追问到

自己似乎无法回答为止，从而提升教育

行为的理性水平，避免“拍脑袋”“想当

然”。二是质疑，即不要轻意相信专家

的观点、书上的结论和名人名校的做

法，与流行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定论保

持适度的怀疑，努力寻找他们思维逻辑

的漏洞，刻意批判他们的观点，这样才

有可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更接近真

理，真正感悟教育真谛。三是重塑，即

努力用自己的逻辑和语言不断重新定

义教育、教学、课程、课堂等，不断否定

自己已形成的教育教学模式和行为习

惯，不断建构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系统

和教育教学风格体系。

当然，认为独立思考比阅读更重要，

不能也不应该否定阅读的价值。这里只

是想说明，如果没有独立思考作为支撑，

阅读的作用必定大打折扣。同时，认为独

立思考比阅读更重要，不是将两者对立起

来，恰恰相反，如果没有一定的阅读量，独

立思考自然会成为无源之水而无法充分

展开，思考也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深

度。独立思考与阅读相辅相成，要在阅读

中独立思考，为独立思考而阅读。

从更深层次看，也许独立思考比

阅读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有助于

教师不断追问生命的意义，获得真正

的生命存在和成长，即笛卡尔的“我思

故我在”。愿我们都能在独立思考中

走向属于自己的精神明亮那方。

（作者系特级教师、江苏省南京市

江宁高新区中学校长）

做独立思考的教师
□芮火才

师说新语

教育奋进之笔“1+1”走进北京

改革深下去 党建活起来
“党建工作最怕的是上热、中温、下凉。”中

国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东军在采访

中对记者说。

2018 年是教育系统党建质量年，教育部

已经部署全面实施基层党建质量提升攻坚行

动。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效果如何，如何破解

“上热中温下凉”的难题？日前记者跟随教育

奋进之笔“1+1”系列发布会采访团走进中国

农业大学、北京农学院等高校，看他们创新党

建方式，把党建与师生的学习和科研、与服务

三农联系起来，真正让党建活了起来。

把党支部建在基层最需要的地方

“那是我这辈子吃到的最美味、最感动的

面条。”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博士研

究生陈广锋感动地告诉记者。在科技小院工

作期间，他连续 4 年驻扎农村一线，一次他忙

得中午没顾上吃饭，村民知道后，自己家的饭

不做，先给他做了鸡蛋面，放了5个鸡蛋，他在

村民的热情“逼迫”下连吃了5碗面条。

“村里的老百姓把我们当孙子、孙女看，我们

也习惯去农户家里坐坐，了解他们的情况，我现在

喜欢上了自己的这身‘泥土味’，毕业后我报考了

国家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技中心，希望能在更大的

平台继续从事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工作。”

像陈广锋这样“真刀真枪”扎根农村一线的

学生党员在中国农业大学还有很多。

2009 年，中国农业大学师生进驻河北省

曲周县白寨乡农家小院，零距离开展科研和社

会服务工作，群众亲切地称这个农家小院为

“科技小院”。与此同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先

后在曲周、梨树、建三江、乐陵、金穗和滦南科

技小院成立研究生党支部，将党组织建到农业

科技服务生产实践的最前沿。

“在王庄科技小院，帮助一位农民大哥给

地里浇水，脸上被划了好几个血口子，才真真

实实体会到农民的艰辛，也一直在想如何帮助

农民减轻负担多赚些钱。”虽然还是学生，但中

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硕士研究生张书

华自此开启了“致富带头人”模式。

农民买的肥料配方不合理，张书华出技术

还出钱，带领 10 位村民集资建起了测土配方

施肥厂；好肥配好种子才有好效果，张书华从

山东买了原种，再加上科学的栽培管理措施，

亩产比邻村高 200 斤左右；单种小麦收效缓

慢，为了改善种植结构，张书华带村民外出参

观，选择种植能生吃的水果玉米。

深入农村，面向农民，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

略，科技小院党支部成为推动当地改革发展的

主力军。2018年1月至2月，曲周科技小院党支

部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十九大精神送到村 农

技培训全覆盖”行动，覆盖了曲周县10个镇342

个村。他们还与9个村党支部共同创办支教班

46次，带给留守儿童更多关爱与知识；通过开设

“田间学校”、举办“田间观摩”等方式进行农业生

产技术服务；组织妇女识字班、舞蹈班，举办“三

八节”“母亲节”晚会等丰富乡村文化生活。

无独有偶，为增强基层党组织活力和社会

贡献力，2010 年北京农学院党委设计开展了

学校100个党支部与农村100个党支部结对共

建“双百对接”活动。活动持续至今，已成为

“工作干得实、活动有特色、对接见成效、经验

可推广”的学校党建工作特色品牌。

在北京农学院的果树标本园现场，记者看

到了果实累累的杏树，植保教师党支部书记张

爱环告诉记者，学校植物保护系教师党支部就

是因为红杏而与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北

寨村党支部对接共建的。

“对接共建后，我们发现北寨村当地红杏

品种单一、退化比较严重，果农们还在采用传

统的果树种植方式。” （下转2版）

立标准 强队伍 提质量

基层党建质量提升攻坚行动全面开启

征集启事

日前，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满族幼儿园举办“快

乐儿童节 民族嘉年华”

庆“六一”暨毕业文艺汇演

活动，孩子们带来了满族

舞蹈、经典诵读等各具特

色的演出。（燕晓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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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教师
照亮教育未来

推荐条件：. 基础教育阶段一线教师（包括公办学校、民办学校），持

续执教时间在5年以上。

注：被推荐者将有机会成为年度“非常教师”候选人（将另行通知）。

发现和报道优秀教师，是中国教师报的责任和使命。

一直以来，中国教师报秉承“零距离贴近教师”的宗旨，以“和你在一起”的身姿，深切关注一线教师的工作与生活，

致力于发现和寻找这样的“非常教师”：（1）尊重并爱每一个学生；（2）有社会担当与教育情怀；（3）有独特的教育思想或教

学经验。

他们是实至名归的“四有好教师”；他们重新发现教育的本真；他们影响和点燃身边的人们。为了启发更多的教师回

归教育的初心，引领更多的同路人前行，中国教师报现向全国教师发出邀约，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教师，请写一篇2000字

左右的综述，主要内容包括：被推荐教师的履历、主要成就和影响、与众不同的特质等。请加盖被推荐者单位公章后，发

送至zgjsbjscz@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