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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字荩忱，1891年出生于
山东临清唐园村（现为临清市唐园镇
唐园村）。1908 年入临清高等小学
堂读书，1911 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
学堂，同年底秘密加入同盟会。1912
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投身于山
东的革命运动中。

1914年，张自忠投笔从戎，投奔
奉天省新民县新民屯陆军20师 39旅
87团团长车震。车震欣赏张自忠不
怕吃苦、意志坚韧，且有同乡之谊，
1917年 9月把他介绍给冯玉祥。张
自忠颇受冯玉祥赏识，1921 年升任
冯玉祥卫队团第3营营长，1924年升
任学兵团团长，1925 年 1 月升任第
15混成旅旅长。

1927 年，冯玉祥率西北军参加
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
令，张自忠升任第28师师长兼第2集
团军军官学校校长。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军
被改编成第 29军，张自忠任 38师师
长，承担长城防务。1933 年日军进
逼长城一线，他任喜峰口第 29军前
线总指挥，奋勇击退日军，守住了阵
地。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
日战争爆发，张自忠先后任第 59军
军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5战区
右翼兵团总指挥。他一战淝水，再战

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所向披
靡。1938年 3月，日军进犯台儿庄，
张自忠奉命率第 59军增援，为台儿
庄大捷赢得了时间。

张自忠曾亲笔写信告谕官兵：
“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
烂，绝不半点改变！”

1940 年 5 月，中国军队与日军
15万精锐部队在枣阳、襄阳、宜昌等
地进行枣宜会战。张自忠亲自率领
部队与日军决战。日军以飞机和大
炮轰击鄂北南瓜店，张自忠派自己
的卫队前去增援。一颗炮弹突然在
指挥所附近爆炸，弹片炸伤了张自
忠的右肩，紧接着一颗流弹又击穿
他的左臂，鲜血染红了军装。张自
忠强撑着给第 5战区司令部写下最
后一份报告，并告诉副官：“我力战
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
愧。”

张自忠牺牲时身中 7 弹。这位
年仅 49岁的抗日爱国将领的牺牲，
令全国悲悼。5月 23日，他的灵柩由
10万民众护送，在宜昌上船、送到重
庆，葬在北碚的梅花山。8月 15日，
延安各界人士1000余人为张自忠举
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分别送了“尽忠报国”“取义成
仁”“为国捐躯”的挽词。

（据新华社济南12月6日电）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12月 6
日，在结束对西班牙、阿根廷、巴拿
马、葡萄牙国事访问并出席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后，国家主席
习近平回到北京。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
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
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 5日下午，习近平离开
里斯本启程回国。葡萄牙外长席尔
瓦等到机场送行。专机离开葡萄牙
领空前，两架葡萄牙空军战机升空
护航。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魏国武 张坤

走进位于新乡县的河南心连心化
肥有限公司，到处都能感受到浓浓的

“军营风”：上下班时间会响起嘹亮的
军号声，工装是清一色的“橄榄绿”，在
厂区行走的员工会像军人一样自觉两
人成排、三人成行……

“我们每周一雷打不动要列队举
行升旗仪式，每年要举办一次军事会
操，新员工入职前要进行为期一个月
的封闭军训。”12月 5日，心连心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兴旭告诉记者，把

军营文化引入企业，成为推动企业快
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

心连心公司为啥要引进军营文
化？这要从刘兴旭的个人经历说起。

1972 年 12 月，时年 18 岁的刘兴
旭光荣入伍，先后担任排长、指导员，
曾把两个后进连带成先进连。1985
年，刘兴旭离开了深爱的军营，回到新
乡县当了一名普通干部。

“13年的部队生涯，在我身上打下
了深深的烙印，也给了我用之不竭的
精神财富！”刘兴旭说。

1994年，时任七里营乡乡长的刘
兴旭接到任命，到新乡县化肥厂（心连
心公司前身）当厂长。他从干部职工
队伍建设入手，以军事化管理整顿秩
序，打造出一支吃苦耐劳、敢打硬仗的

“铁军”，短时间内就让化肥厂面貌焕
然一新。

人才是第一资源。这支能征善战
的队伍，在刘兴旭的带领下“攻无不
克”，先后完成主导产业重大工程十几
项，每一个工程都实现一次试产成功，
成了名副其实的“常胜军”。

“常胜军”战果累累：24年时间，让
年产8万吨碳铵的小化肥厂，发展成年
产超过 500万吨的国家大型化肥生产
基地，拥有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尿素
生产线，建有国内唯一的中国氮肥工
业（心连心）技术研究中心。刘兴旭本
人也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

“全国劳动模范”“河南经济年度人物”
“河南最美环保人物”等称号。

在用人时，心连心公司优先选用
退伍军人，如今拥有 600 多名复转军
人，占员工总数的近1/10。

刘兴旭老兵本色不改，在他的带
领下，员工们牢记社会责任，在危急关

头总能挺身而出。
2008年汶川地震的消息传来，刘

兴旭第一个走上了公司的捐款台，在
他的带动下，心连心公司累计为灾区
捐款 225万元，被授予“全国工商联抗
震救灾先进集体”。

2010 年 3月，福银高速陕西永寿
段车辆连环相撞多人受伤，路过的刘
兴旭带头抢救伤员，帮助 19名伤员成
功得救，这一幕正好被新华社记者王
玉山用镜头记录下来。

2016年 7月，新乡遭遇特大暴雨，
62岁的刘兴旭大手一挥，带领员工冲
到抗洪一线……

“部队锻炼了我，企业成就了我！”
刘兴旭说，虽然军装不再穿在身，但他
永远都有一颗老兵的心，要继续带领
他的“常胜军”，努力发展企业，为社会
多作贡献。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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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力战而死无愧民族

“部队锻炼了我，企业成就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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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近年来，新乡学院以人才培养质量、
科学研究水平、服务社会能力、文化传承
与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为抓手，以产教融
合、教学改革、科研提升等为发展机遇，
促进学院全面可持续发展；同时探索学
院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方法等方
面改革的新途径、新方法，切实推动学院
本科教育实现内涵发展。

强抓科研创新，力促学校发展。该
校不断加大对创新学者、创新团队的培
养，打造省级科技研发中心和省级重点
实验室。紧密结合省市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先后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1623项，获得省市级以上科研奖励 478
项，被 SCI、EI、CSSCI 等收录或转载论
文 673 篇，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600 余
件；参与研发了“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银
锌电池智能充放电装置、绿色滑板润滑
材料制备工艺等一批优秀成果。

不久前，新乡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申
请的“河南省光电催化材料与微纳应用

技术院士工作站”获批立项建设，成为该
校获批的首个院士工作站，意味着该校
科研平台和学科建设有了新突破。截至
目前，该院还获得 32项国家级基金项目
立项，在全省2006年以后同期升本院校
中排名第一。

立足地方经济发展状况与发展趋
势，抓好产教融合。推进专业结构与布
局持续优化，已与 150余家企事业单位
组建协同育人创新联盟和产业技术联
盟，与企业行业共同组建了电动汽车学
院、电池学院、心连心学院、华兰学院、华
迪 IT学院、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学院等
一批行业学院和特色专业集群。

高度重视实践教学，把培养学生的
就业技能放在首位。目前已投入 3亿元
建设 27个校地合作共建实习实训平台，
新建成煤制甲醇半实物仿真、艺术教育
教学实践中心、外语实践与认知实验中
心、3D打印创新实验室等35个校内实验
实训平台和 145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完成约 1.5 亿元的项目论证，加速构建
“三区一园一街”人才培养和创新创业基
地，全面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坚持围绕地方产业发展需求，优化
学科专业结构。构建起适应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具有地方特色的学科专业
体系，形成以工学为主，工、管、经、教、
文、史等十一个学科协调发展的专业布
局。

在 2017年《全国高等教育满意度调
查报告》中，学校居全国 350所被调查高
校前列，各项指标在全省被抽查高校中
均名列第一。近年来，该校学生在国家
级学科专业和技能竞赛中获奖数百项，
其中一等奖就达 150多项。在省教育厅
发布的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年度报告中，
该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保持在 95%，从
事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毕业生就业
满意度均位居全省前列。毕业生工作岗
位与专业相关度达 75%，用人单位对该
校毕业生总体满意度达95%以上。

今年召开的全国教

育大会强调，要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改革

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

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

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

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

在新时代全国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上提出了，要坚持“以本

为本”，推进“四个回归”，

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

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

力，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

长期以来，新乡学院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围绕提高教育质

量，始终把立德树人放在

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坚

持“地方应用型本科院

校”的精准定位，实施了

“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科

技兴校、特色名校、文化

厚校、开放活校”六大战

略，推动应用型本科教育

内涵发展，以实际行动贯

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

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代娟 侯玉印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
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
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把立德树人融入思
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
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
等教育各领域。

近年来，新乡学院注重学生的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通过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构建实践育人体系、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等一系列措施，把思想价值引领
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不断提高学生思想
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培
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前不久，在团中央学校部、中国青年
报社、人民网共同主办的 2018年全国大
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千校千项”成果遴选活动中，新乡学院
“印象长白山，筑梦新时代”暑期社会实践
项目成功入选“最具影响好项目”。这只

是该校开展社会实践众多荣誉中的一
项。该校一直重视通过实践提升学生的
专业知识水平和创新创业能力，还将思想
政治理论课与实践育人有机结合，活动成
效显著，曾获得“全国百强实践团队”等荣
誉称号，学校被评为“全国大学生暑期社
会实践活动优秀单位”。

依托新乡特有的先进群体资源优
势，新乡学院还与新乡市委宣传部共同
成立太行道德学院，举办道德模范和身
边好人理想信念教育培训班，加快构筑
新乡市文化道德高地建设。学院精心打
造的“青春传递正能量，学习雷锋好榜
样”主题教育品牌，倡导雷锋精神“敬业、
创新、奉献、创业”的“四风”建设，曾获得

“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品
牌”荣誉称号。学院还构建“五个关爱”
志愿者服务体系，开展了一系列志愿服
务项目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多次被
评为全国高校优秀社团奖、河南省教育

系统学雷锋活动优秀群体，连年荣获由
团中央和中国青年网举办的“镜头中的
三下乡”先进单位。

该校探索实施的全程育人“创新引
飞”工程，500余名“创新引飞”导师覆盖
全部本科专业，对学生提供全方位咨询引
导服务，营造全程育人的良好环境，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该校还实施

“教学名师和讲坛新秀工程”“师资培训工
程”“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计划”等项目，
打造一支结构合理、师德高尚的教师队
伍。同时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卢秉恒、著
名文学家刘震云等国内知名专家或高端
专业领军人才，秉承“核心+拓展”的先进
育人理念，扎实构建“基本知识+、行业能
力+、专业素养+、课堂教学+、课程学习+、
创新引飞+、毕业证书+”等多+人才培养
新体系，为社会培养“专业知识好、实践能
力强、综合素质高，上手快可持续”的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本质职能，
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和本，在
高等教育中是具有战略地位的
教育、是纲举目张的教育。要
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
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如今，新乡学院正按照中
国教育大会和全国本科大会精
神要求，依据“整体推进、分步
实施、示范引领、重点突破”的
指 导 思 想 ，实 施 学 校 制 定 的

“789战略行动计划”（全面实施
“7大工程”，重点建设“8大专业
集群”，结合区域经济社会产业
布局、人才需求和依托现有学
科专业资源推进“9大协同创新
平台建设”），深入推进本科教
育工作，整体推进学校转型发
展，使得学校学科专业结构进
一步优化，专业建设水平再上
一个新台阶，争取实现“六高”，
即高水平的应用型专业集群、
高规格的教育教学改革成果、
高素质的“双师双能型”师资队
伍、高质量的毕业生、高层次的
协同创新平台以及高效率的资
源保障体系，努力推进学校转
型发展，把新乡学院建设成特
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一是创新理念，强抓教育
教学改革。不断优化学科专业
布局，围绕地方特色产业发展
需求，加强学科专业建设；推进
课程体系改革，围绕应用型人
才培养需求，不断丰富教学资
源；健全激励机制，推进教学方
法改革，激发教与学的内生动
力，促进教学质量全面提高，全
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二是创新体系，做到既教

书又育人。严格按照习近平总
书 记 提 出 的 教 育 工 作“ 四 统
一”，做到“坚持教书和育人相
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
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
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
相统一”，用知识体系教、价值
体系育、创新体系做，倾心培养
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是回归本分，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引导教师回归本分，
做“四有好老师”，做学生的“四
个引路人”。注重完善考评、管
理、表彰、奖励制度，提升教师
职业的崇高感和荣誉感，增强
教书育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持续实施“5433 人才队伍建设
计划”，实施课堂教学大赛和

“教学名师”“讲坛新秀”工程，
持续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四是注重引导，培养大学
生刻苦读书精神。持续开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
理想、中国梦教育，引导学生求
真学问、练真本领；严格教学评
价考核制度，构建对学生学习
过程中的跟踪评价体系，根据
年级特点突出阶段性教育管
理，真正把内涵建设、质量提升
体现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成果
上，促进学生全面成才。

新乡学院刘兴友表示，学
院将按照全国教育大会的要
求，把人才培养质量和效果作
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
归”，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
育，结合应用型大学实际，提升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
支持。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提高人才培养质量11

以“四个提升”为目标，推动学院本科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22

推进“四个回归”，
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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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6日，宝丰县康龙生态示范区内，技术人员在对无土栽培的长蛇豆进行管理。当地着力推进品牌农业、生
态农业、旅游农业等特色高效农业发展，通过集约化、农机化、电气化等模式发展规模农业，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新亮点。⑨3 王双正 摄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6日电 经国务
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公布
2019年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
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调休日期的
具体安排。

一 、元 旦 ：2018 年 12 月 30 日 至
2019 年 1 月 1 日 放 假 调 休 ，共 3 天 。
2018年 12月 29日（星期六）上班。

二、春节：2 月 4 日至 10 日放假调
休，共7天。2月 2日（星期六）、2月 3日
（星期日）上班。

三、清明节：4月5日放假，与周末连休。
四、劳动节：5月1日放假。
五、端午节：6月7日放假，与周末连休。
六、中秋节：9月 13日放假，与周末

连休。
七、国庆节：10月 1日至 7日放假调

休，共 7天。9月 29日（星期日）、10月
12日（星期六）上班。

通知要求，节假日期间，各地区、各
部门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卫等
工作，遇有重大突发事件，要按规定及时
报告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
安度过节日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