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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2 月 7 日电(记者季明、吴振
东)高校思政课与专业课虽分属不同领域，但
都有“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共同使命。
在复旦大学，3 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示范课
程、2 门“中国系列”课程、13 门综合素养课
程、28 门已融入“思政元素”的专业课程，初
步构建起多层次互补、有机融合的大思政教
育体系，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圈层
效应正日益显现。

课堂：十九大精神“新鲜解渴”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的一天下午，复旦大
学 3108教室坐得满满当当，没抢到位子的
同学从别的教室搬来椅子，坐在教室后面和
过道上。教室外，一些同学站在窗边，探进
头来。

学生们抢着来听的，是由复旦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牵头、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的新
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系列专题课程。学校相关学科领域的知名教
授先后走上讲台，带领本科生深入学习党的
十九大精神。

刘婧漪来自 2017 级技术科学实验班，国
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桑玉成对主要矛
盾变化的讲解，让她联想到当下的社会热点：

“老师说到新的矛盾涉及人们对公平、安全、
正义的需要，而不再只是物质文化方面的，这
切中当下现实，让我一下子理解了党的决策
是和社会现状紧密联系的。”

专业理论厚实，案例鲜活生动，不少学生
听完课直呼“解渴”。“跟我之前想象的‘思政
课’不一样，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有了更深认识，课后我还要对照十
九大报告去理解。”自然科学实验班大一新生
朱天寅说。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董雅
华说，在“同心圆”式思政教育体系中，思政课
仍是核心地带，必须尊重学生个性特点，精心
设计教学模式，不断提高课堂质量。据介绍，
学院已建立起集中研讨提问题、集中备课提
质量、集中培训提素质的“三集三提”机制，以
确保系列专题课程教学效果。

课程：从“专业成才”到“精神成人”

“中国为什么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摸
索与实践中一步步走出这条道路的？”复旦大
学“课程思政”校内公开课《经济与社会》课
上，经济学院教授石磊用经济学智慧生动地
解读了中国现代发展史。

“身为一名工科生，缺乏经济学相关专
业基础知识，原来担心听不懂，没想到听下
来毫不费力，并且受益良多，让我对中华民
族的不断前进满怀信心。”复旦大学 2016 级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本科生张瑞祥说。

除了《经济与社会》，复旦大学首批还开
出《人文与医学》《政治与社会》《环境与人类》
等 6 门“课程思政”公开课，主讲教师来自医
学、国际关系、物理等院系，每一门都是学生
热捧的“秒抢”课。

“课程背后都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在
教授专业知识的同时，‘逼迫’我们转换身份跳
出原有框架，不断完善自己看待世界、思考问
题的方式。”有学生说。

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金晓峰认为，专业
课、思政课从来不曾割裂，每一门课都应该求
真、触情，并传递价值，不仅要帮助学生“专业
成才”，更要促进“精神成人”。

“高校所有课程都要有育人功能，所有教
师都负有育人职责，知识传授与价值观教育
必须同频共振。”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表
示，学校力图形成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核心
圈，中国系列课程、综合素养课程、专业教育
课程多层次互补的“课程思政”育人圈层效
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到课堂
教学的各个方位、各个层面。

教师：明理入心，德育为先

复旦大学提出，2018 年将在首批试点基
础上，全面推进针对全校各专业全覆盖的“三
十百”示范工程，即建设 3 个“课程思政”示范
专业、20 门“课程思政”示范在线课程、100
门“课程思政”示范专业课程。以此促进所有
课程都上出“德育味”，所有任课教师都挑起
“思政担”。

通过课程实践，不少复旦教师对如何促
进教书与育人相统一有了更深理解。在石磊
看来，思政教育明理入心至关重要，而“理”必
须随着中国实践的步伐不断提炼总结，充分
具备对现实的阐释力。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认
为，要做到专业课与思政课在互通中“传道”，
教师要努力让自己知识面广阔，同时努力实
现科研和教学间的相互转化、各类知识间的
相互转化。

教材是落实育人要求的重要抓手。据了
解，复旦大学将通过代表性科研成果认定等
激励方式，组织和鼓励教师编写更多包含中
国智慧、体现价值引领、代表复旦水准的“课程
思政”好教材。同时，将以提升教师德育意识和
德育能力为重点，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专业课也是育人课

复旦：从“思政课程”走向“课程思政”

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7 日电(记者邹大鹏、
杨喆)皑皑的雪墙上贴着福字，家家户户悬挂
着大红灯笼……还没进“年村”，就远远地闻
到了久违的年味儿。

正在村口招呼游客的“姜老太”，一把拉
住记者的手，“你看看咱村这一年变化多大，
再也不用担心旱厕的臭味了。”她的话匣子一
打开就收不住，踩着嘎吱嘎吱的积雪，大伙儿
来到了一户农家院，屋里洁白的冲水马桶和
热水器让卫生间透着舒服劲儿。

一年前，“年村”还叫福祥村，是黑龙江省
农业大市富锦市的农业村，旱厕蚊蝇乱飞的场
景曾让这位 62 岁的老支书姜驰感觉“寒碜”：

“上次你来村
里住遭了不少
罪，现如今也
让你跟咱农民
一起享享福。”

盘腿坐上火热的炕头，“姜老太”开始唠
起她“不务正业”带来的新气象，一幅乡村振
兴的画卷徐徐展开。

“种了 40 多年地，土里刨食得换个刨法
了！”姜驰身上有一股闯劲儿，从改革开放村
里第一个贷款买“铁牛”，到调整种植结构种
甜菜、水稻和红高粱，再到带领乡亲们成立农
机合作社、种有机食品搞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她在国家好政策里如鱼得水。

可是，这位“全国劳模”总觉得还“差点劲
儿”，心里揣着的“小目标”让她辗转反侧：“等
咱村有八成的乡亲存款能到 30 万元，我就安
心了。”

这可咋整？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只靠
苦干，还得学会巧干。姜驰打起了算盘，她决心
把农业当“生意”，在乡村振兴战略里找门路。

“咱守着这么好的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
可不能端着金饭碗要饭。”姜驰说，过去是“头

拱地”种地，现在该“抬头看看天”了。
正巧，富锦市的招商项目“年村”也在寻

找美丽乡村落地，富锦市乡村旅游示范点和
乡村旅游扶贫工程就在这片黑土地扎了根。
省城来的旅游文化公司选了 40 户民居，免费
改造庭院、安装下水管线、修建冰雪观光娱乐
设施，地板、沙发、卫生间让乡亲们很受用，这
些家庭旅馆主打北方年俗特色，由公司统一
经营，利润农民拿八成占大头。

“过去冬天猫冬打麻将，现在有活干谁还
打麻将啊。”来给家庭旅馆添煤的村民冷世民
摘下手套也坐在了炕上，给旅游公司打工烧
锅炉的他每月能赚 3000 多元。他说，几十个
乡亲都在家门口打上了工，“年村”饭店里做服
务员、帮厨的大闺女、小媳妇每月也能赚 2000
多元，自家养的大鹅、小鸡也卖上了高价。

“年村”火了，烦恼也来了，陡增的垃圾让
村里犯了难。“游客就是喜欢咱干净整洁的环

境和民俗味道才来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村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一个都不能
少。”姜驰带着党员用自家铲车清理了垃圾，
叮嘱村里的服务员做好垃圾分类。

聊着聊着，天色渐黑，窗外的路灯和冰灯
在炊烟中熠熠生辉。姜驰说，改革开放以来第
20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刚发
布，“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
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
丽家园”的乡村振兴之路，让乡亲们看到了幸
福的光亮。

宁静的小村一夜极寒。清早，晨光穿透窗
上的冰花，远处隐约看到“姜老太”急匆匆的
身影。“我得找公司再唠唠民宿改造的事儿，
现在游客对火炕很感兴趣，但村里旅馆床多
炕少。”姜驰说，国家政策这么好，可不敢在奔
小康路上“拉松套”，实干才能早日实现“小目
标”。

把农业当“生意”，绿水青山里找“饭碗”
“年村”炕头话振兴

▲这是 2 月 5 日拍摄的现场烧制的传统美食——— 湍口索面。

当日，“温泉小镇民俗迎春”活动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举行，丰富多彩
的民俗活动让广大山村百姓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农村群众
的节日文化生活。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温泉小镇”民俗迎春

据新华社福州电(记者沈汝发)到
现在，老翁还清晰记得那天的场景。
“等车时，女孩一直哭，怎么问都不说，
我就觉得不对劲，下意识地跟着。但她
朝着疾驰而来的动车就冲过去了，我
还是没想到。”他回忆说，“当时根本来
不及想，几步冲上去，把她拉倒在地。”

老翁叫翁建忠，今年 56 岁，福州
车务段仙游站客运员。2017 年 5 月
10 日，因为在站台勇救轻生少女，而
爆红网络。

但“英雄客运员”翁建忠却十分低
调。2 月 3 日，记者在仙游站见到正在
忙着春运的老翁。“出名后，和以往有
啥不一样吗？”记者问。“一模一样。”老
翁笑着说，“该做什么做什么，现在春
运就是我们的头等大事。”

早晨 6 点多，老翁就来到单位上
班。春运加开的 G4881 次列车 6 点 57
分经过仙游，开往深圳北。他承担检
票、接车、出站等客运工作。

仙游站车次不少，有时间隔很短，
不少旅客带着孩子和大包小包的行李
排队候车。老翁不停地用扩音器提醒
旅客检票，防止旅客误乘或者漏乘，
“春运期间，旅客多，行李多，小孩多，
尤其要注意。”

11 点多，车站通知老翁到 3 号站
台承担接车工作。站台上，一些旅客站
得离轨道很近，老翁让他们往后退一
退。“列车进站时，速度仍然很快，离得
太近，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带起的风卷
下去。”老翁说。看到一些孩子在站台
上嬉戏打闹，相互追逐，老翁赶紧提醒
家长看好孩子。

2017 年，翁建忠被中央文明办评
为“中国好人”；被南昌局集团公司评
为“十大平凡之星”、道德模范……尽
管有了不少荣誉，但他仍然兢兢业业
做好本职工作。几天前，当地一家电视
台邀请他录制春节晚会，他婉拒了，
“那几天我正好要上班，肯定走不了，
春运期间本来人手就不够，把旅客平
安有序送回家才是最大的事。”

“我们是四等站，却相当于三等站
的客流。”林开德介绍，春运期间每天
上车的客流量都有七八千人，最高峰
预计有 1 万多人，但客运人员只有 18
人，分两个班组，工作任务重，压力大。

一趟趟列车呼啸而过，里面是返乡心切的旅客。春节近
了，他们离家也近了。

晚上 11 点 15 分，这是经停仙游站的最后一趟列车 D686
的到达时分。接送完旅客，老翁也就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可以
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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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春运

据新华社南昌电(记者余贤红)“老婆，你和孩子到哪了？我
提前到了，在站台上等你们。”任仕军放下手机。10 分钟后，任
仕军的妻子谢彤瑜和儿子任中一带着热乎的饭菜赶到了站台，
一家三口围坐在狭小的车厢里，吃了顿别样的团圆饭。

这是 2 月 2 日下午 1时许，发生在四川省成都东火车站
K787 次列车上的温馨一幕。

49 岁的任仕军是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公司南昌客运段
列车员，常年在往返于南昌和成都间的 K787 次列车上值乘。
妻儿都在成都，但由于列车到达成都东站后，仅仅停留 2小时
就要返程。对任仕军来说，很多时候，回家只是一个奢望。

往返 3550 多公里路程，38 个站点，50 多个小时的行车
时间……这种工作强度和辛苦让妻子很心疼。“他本身身体不
太好，担心生活不规律他身体吃不消。”谢彤瑜说。

每逢春节、五一、十一放长假的时候，妻子和儿子就会带
着任仕军爱吃的回锅肉、炒猪耳朵等赶来火车站看他一眼。
2018 年春运开始，考虑到任仕军又要开始 40 天的忙碌，一家
人便相约在站台提前相聚。

去成都的路上，记者看到，任仕军几次在站牌提示卡中抽
出“下一站 成都东”这一张，数一数还剩几张轮到它，那里是
家的方向！但更多的时候，任仕军只能把思念埋在心里。

任仕军说，由于自己常年在外，全家聚少离多，记忆中上
一次和家人吃年夜饭还是在 2012 年。

这回，短短的 2 个小时里，任仕军一家三口围坐在车厢
里，一边吃着饭，一边说着各自近况，一家很是开心。这次出门
前，任仕军特意为妻子挑选了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也趁机掏
了出来。“猝不及防”的浪漫让谢彤瑜很是惊喜。

下午 3 点左右，随着一声鸣笛，返程列车慢慢启动。数以
千计的旅客离家越来越近，而任仕军却离家越来越远……

“一个人在外要多注意休息，穿暖和点、照顾好自己。”临
别前，谢彤瑜拉着任仕军不停地叮嘱道。已经长大的任中一则
笑着给父亲来了个大拥抱。

列车员老任的团圆两小时

据新华社济南 2
月 6 日电(记者邵琨)
冬日晌午，在山东省
潍坊市峡山区岞山街
道绿康源养老院的一
间屋子里，暖气正旺。
有的老人斜躺在床上
晒太阳，有的坐在床
边和护理人员聊天。

不一会儿，热气
腾腾的午饭就送到了
80 岁的老人孙玉娥
的床边。“今天吃的是
白菜炖粉条、萝卜炒
肉、小米粥和香蕉。”
每天，服务人员都会
把饭送到她的床边。

“每天都换着花
样吃，吃完饭一抹嘴
就行，筷子碗都有人
帮着刷。”说到这里，
她有些不好意思了。

过去，孙玉娥在
村里的家中住着，年
纪大了，烧火、做饭、
买药样样离不开子
女。这些都让她觉得
不方便，总是有心事。

孙玉娥心事的消
除，得益于潍坊市峡

山区政府的改善民生系列工程，当地建立了
精准扶贫和特殊困难群体帮扶救助体系，贫
困失能、半失能、城乡特困人员等都享受到了
定制化的养老服务，实现了经济有救助、生活
有照料的目标。

在峡山区，城乡特困人员入住养老机构
的费用由财政和峡山慈善基金全额补助。对
在家分散供养的，政府委托养老院、社会组织
等提供日常看护、生活照料、精神关怀、住院
陪护等服务，并给予补助。

岞山街道东夏湾村的老人于启云、于启
森就是受益者。由于遗传疾病，他俩常年卧
床，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刚入住养
老院的时候，于启森臀部有很大一块褥疮，烂
得不像样子。经过免费治疗，现在他的褥疮已
基本痊愈。

在峡山区，像于启森这样的老人入住养
老院的护理、医疗费用全免，低保、贫困户个
人承担 20%。“在岞山街道，这 20% 也免了，
街道给掏钱，相当于免费吃住、免费享受护理
服务。”绿康源养老院工作人员王桂霞说。

“一开始，村主任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不
愿意来，也不相信在这里住能有这么好。”孙
玉娥说，“才来住了两三个月，我都胖了好几
斤了，儿子说我的脸都鼓起来了。”

﹃
我
都
胖
了
好
几
斤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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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2 月 7 日电(记者关
俏俏)今年，牧民黑不拉提的转场之路略显孤
单。与往年声势浩大的转场队伍相比，如今新
疆木垒县大南沟乌孜别克族乡大南沟村只剩
6 户人家赶着牛羊转场到冬季草场。

曾经与黑不拉提一同转场放牧的贫困户
帕力扎提则很久不去转场了。每年，他除了和
妻子拿着 5800 多元草场补贴圈养牛羊外，还
有充足的时间在定居点附近打工增收。在大
南沟乌孜别克族乡，超过 85% 的牧民和他一
样过上了“冷季舍饲、暖季放牧”的生活，让草

场得以休养生息。
刚刚发布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工作

报告显示，为实现草原经济发展、“休养生息”
两不误，新疆五年来禁牧草原 1 . 5 亿亩，实施
草畜化平衡管理 5 . 4 亿亩，全区草原生态保
护政策落实补助奖励总面积达到 6 . 91 亿亩。

作为全国主要牧区之一，新疆拥有草原
面积 8 . 6 亿亩，其中牧区有 5 . 6 亿亩，占草原
面积的 65%，是新疆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由
于气候变化、过度利用和人为破坏，新疆 80%
以上的草原退化，山区草原水涵养能力降低，

水土流失加剧，导致自然灾害频发。
自 2012 年起，新疆根据各地草原资源

特点、生态条件和生产方式，对伊犁河谷、阿
勒泰山区、天山南北坡、帕米尔高原草原主
体功能区进行划定，核减载畜转移任务，“减
负”后的草场压力大大减轻，草原生态迅速
恢复。

2016 年起，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
奖励机制实施。自今年起，草原奖励补助将
重点向南疆倾斜，涉及南疆的生态奖补资
金达到 6 亿元。

1 . 5 亿亩草原“休养生息”

新疆：风吹草低“减”牛羊

▲杨福明守护着一列火车通过清水河大桥(2 月 6 日摄)。
南宁铁路公安处兴义车站派出所线路民警杨福明再过 3

个月就年满 60 岁。作为辖区唯一的民警，辖区内的清水河大
桥是这段铁路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春运来临，清水河两岸出
去务工的村民大量返乡过年，步行通过这座铁路桥的人越来
越多，安全防护责任重大。临近退休，杨福明决心站好最后一
班岗，为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一个人，一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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