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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在这个特殊的考试季、
毕业季，北京市广大教师更
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更主动拓宽育人载体，广
大青少年也秉持更强烈的责
任担当，在磨练中积蓄力量，
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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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道”这个词，在北大医学部全体师生心中有着沉甸甸

的分量，那不仅是伫立在西门校名石背后的两个刻字，更是百

余年来北医毕业生们长久传承的精神火炬。2020 年毕业季，

每一位北医毕业生都收到了一块微缩版 3D 打印、底部刻有

“大医精诚”“医者仁心”“不负韶华”“勇攀高峰”印记的“厚道

石”模型，从此，“厚道石”将陪伴他们奋战在手术台、实验室，

西部、基层、部队、边疆……践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铮铮

誓言。

与北医一样，今年，许多高校为毕业生送去了充满巧思、

蕴含情意的毕业礼物。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为毕业生量身定制了一枚毕业纪念

戒指，寄语毕业生在未来“戒”去骄躁、“戒”去浮华、“戒”去伪

饰，向着信念所指、使命所指、梦想所指奋勇前进。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请同学们用心帮扶过的山西省中阳县农民手工制作

剪纸，传递不舍、表达祝福。清华大学邀请了张礼、姚期智、丘

成桐等 20 位来自不同专业院系的教授撰写毕业寄语，“苟利国

家，俯仰无愧”“寻自然乐趣，拓万古心胸”“自强不息，追求极

致”。中国人民大学为每位毕业生送去一封毕业信函，鼓励同

学们直面困难、勇往直前。

礼物中有暖心。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大部分毕业生无法

回到学校参加线下毕业季活动，送去礼物，既表达母校对每一

位分散在各地的学子的牵挂，也力求弥补遗憾，传递期许。

礼物中有初心。戒指、信函、剪纸、寄语，每一样都结合学

校的文化特色、结合同学们的需求用心设计，富含巧思，也体

现了教师对于育人使命、教师职业的用心用情。

礼物中有匠心。“礼”中有尊重、牵挂，“物”，托物言志，睹物

思情，在这个特殊的毕业季，高校老师用独特的物件，传递思念

和嘱托。

暖心、初心、匠心，期待这一届毕业生更深切地读懂期待，

心怀感恩，勇敢前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中心主任、文学院党委书记）

读懂期待
颜 梅

7 月，北京市大中小学陆续结束了 2020
年春季学期，迎来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考

试季、毕业季。部分学生开启了一段居家学

习过后的“特殊”暑假。

特殊的时期，积淀特殊的成长。在这段

不平凡的日子里，广大教师更深入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更主动拓宽育人载体，广大

青少年也秉持更强烈的责任担当，在磨练中

积蓄力量，茁壮成长。

胸怀祖国 关注社会

高考命题体现立德树人

7 月 10 日下午 5 时，铃声响起，2020 年北

京高考落下帷幕。

49225 名北京考生，在积极防控疫情的

同时，经历了一次特殊的考试，也经历了人

生中一次重要的成长。同学们或许还不知

道，就在刚刚结束的考试中，一道道试题内，

蕴藏着以“考”育人、立德树人的深意。

“2020 年 6 月 23 日，北斗三号的最后一

颗卫星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自主建设、独

立运行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球组网

部署。整个系统由 55 颗卫星构成，每一颗都

有自己的功用，它们共同织成一张‘天网’，

可服务全球。材料中‘每一颗都有自己的功

用’，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联系

现实生活，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

文。”这是 2020 年高考语文北京卷的第一道

作文题。

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特级教

师何杰看来，“命题素材取自当下最新科技

发展，并由最新科技发展引发考生对社会、

人生等诸多方面思考，体现出立德树人要求

与核心素养立意。切口小，空间大，既考查

考生对国家发展的关注意识，又考查考生语

文积累水平与思辨品质。”

“假设你是红星中学高三（1）班班长李

华。居家学习期间，你们班开展了一次以

‘自律’为主题的调研活动。请根据以下四

幅图的先后顺序，写一篇英文稿件，给你们

学校英文网站投稿，记述你在本次活动中发

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是 2020 年高

考英语北京卷书面表达题的第一部分。

在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窦飒等

几位专家看来：考生在面对问题情境时，需

要运用科学思维、合理方法来解决问题。题

目设置也会让考生反思自己居家时的自律

情况，体现高考的育人功能。

“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

深刻变化，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高

考不仅是为国选材的重要途径，也在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北京教育考试院专家说。

采访中，有一线教师介绍，“北京高考作

文小切口大主题，不仅是面向高三学生的一

道考题，也是在面向所有年级学生、面向社

会传递价值观念。”记者获悉，北京市有一些

中小学生已积极动笔，围绕高考作文相关主

题，写出细腻生动的感受：一个个渺小的个

体宛如星星之火，一次次协作与交融汇聚成

了今日的繁花锦簇，当“小我”的能量在整体

中自如释放，“大我”的成功便不再遥远……

心有大我 拔节抽穗

毕业典礼寄语人生远航

6月 29日晚，中央财经大学的云端毕业晚

会上，一首原创诗朗诵《中国青年》，因其铿锵

的内容、饱满的情感，瞬间被同学们刷屏。作

品从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冯秀军的全国

思政大课——《战“疫”里的最美青春——谈

中国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中撷取灵感，传递

了“胸有大志、心有大我、肩有大任、行有大

德”的精神内核，深受鼓舞的同学们纷纷在

弹幕上留言：青年有理想，国家有力量！

记者了解到，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大部

分 2020 届北京高校毕业生没有机会参与校

园毕业季。为此，首都高校及时做出应变，

在落实防疫要求的基础上，用心用情为毕业

生打造了一个别样的毕业季。

北京理工大学由服务国庆 70 周年盛典

和北京奥运会的仿真技术团队，运用先进的

计算机仿真技术，让毕业生在家也能身临其

境感受拔节抽穗的力量，而且精心选择学位

授予地点，在老院长徐特立先生的铜像前，

在学校最重要的典礼场所——中心教学楼

报告厅内，让学生重温“德以明理，学以精

工”的要义。

“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

弥茂。”毕业典礼上，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向全

体毕业生寄予深情嘱托，“人生如远航，暴风

骤雨和惊涛骇浪总是难以避免。苦难可以

锤炼人的品格，但决不能让它主宰人的命

运。主宰命运的是坚韧的意志和坚定的信

念。”北京大学在毕业典礼上特别邀请医学

部 1955 级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寄语

全体毕业生：不但要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

还要有强烈的追求；不但要有志气，还一定

要争气；不但要有热情，还要有激情，要用青

春的力量，用努力，迎接祖国美丽的明天！

在毕业季做精心设计的，还有不少中小

学。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研发了系列“七

彩毕业课程”，包括学业水平、体验中学生

活、关注社会问题等模块，其中，学业水平测

试打破“一张试卷”，让孩子们在实践活动中

提升综合素养，如《火神山方舱医院模型制

作与研究》《数说中国——脱贫攻坚战》《疫

情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等。北京市丰台第二

中学为每位毕业生送去一枚“专属印章”，印

章上刻有学生名字，校名、校训。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的老师们选取

教室、操场、餐厅……自编、自导、自演短片，

记录同学们在校园内的成长印记。“相信经

历了不平凡毕业季的你们，在日后的学习与

生活中，会更加从容地面对困难，乘风破浪，

勇敢前行！”校长陈立华给孩子们送去祝福。

“毕业时刻是学生人生成长发展的重要

环节之一，也是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

‘最后一堂课’。尽管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

毕业生无法像往年一样在校参加毕业季活

动，各类传统毕业思想教育方式无法如常开

展。但广大学校依然精心安排，推动‘三全

育人’融入毕业工作各环节。”北京市委教育

工委副书记狄涛介绍。

平安居家 也可“远行”

多彩假期致力全面发展

“北京有一条古老而神秘的城市轴线。

它贯穿南北，形成了北京两翼对称、庄严肃

穆的城市格局。”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展厅

中，刚刚放假的中小学生正在参观“探秘北

京中轴线”的展览。这场专门为青少年量身

定制、展教一体的互动体验式展览，通过 25
道问题，结合 22 件套文物和各类模型，将北

京中轴线自南到北、从古至今串联起来。

7 月 11 日开始，北京中小学生开启“暑

假模式”。这个暑假，按照北京市委教育工

委、市教委的要求，“建议学生非必要不离

京”。如何做到不行万里路，也能开阔视野、

胸怀天下？这离不开科学、丰富的设计。

为此，“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将

为孩子们送上“暑期大礼包”，全市资源单位

提供了近 400 个线上活动资源、1000 余部优

秀影片、2000 余册图书，涵盖了党史、国情、

自然、人文、科技、体育、艺术、社会等多个领

域，学生可根据兴趣爱好自主选择。

国家大剧院为孩子们提供了内容丰富

的线上艺术资源，包括特别策划的“线上音

乐会”，以及面向青少年打造的“艺术微课

堂”等微课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推

出线上展览、网上直播、文物故事等活动，其

中《伟大胜利历史贡献》虚拟展采用 360 度全

景和 3D 模型技术手段，让人“身临其境”；歌

华有线开设了空中课堂，精选优秀影片片

目，将为孩子们播出 200 余部影片；中文在线

挑选了 600 余册优质数字图书、110 部青少

年听书资源，涉及 36 个阅读主题……

特殊的暑假，作业自然也特殊一些。

收到学校布置的暑假作业，北京市新桥

路中学的学生们眼前一亮。这里，有在厨房

里完成的物理作业——利用饮用水和食用

油，来认识物质密度；有在小区里完成的地

理作业——观察记录每天的日出日落时间，

感受昼夜长短的变化，理解地球的自转和公

转……

在京源学校莲石湖分校，暑假作业包括

“爱阅读”“爱运动”“战‘疫’海报”等，学生在

家里也可多方面充实自己；古城中学，要求

初二学生阅读宪法全文，并用思维导图记录

相关内容；在景山学校远洋分校，高一年级

学生要查找资料，梳理我国扶贫政策的时间

路线图，并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各校要科学合理地布置暑假作业，调

整优化作业形式，既关注线上教育成果的梳

理，又关注向课外的迁移、拓展和提高，不得

增加学生过重负担。”北京市教委要求，暑假

坚持安全第一，把学生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放在首位，把防疫指导作为学生暑假安全教

育的重中之重。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每天

至少完成一小时体育锻炼，科学安排暑假生

活，满足全面发展的需求。

勇担使命 奔赴基层

脚踏实地回报殷殷期许

张建的家乡山高谷深、云雾缭绕，那里

是位于云南横断山区的兰坪白族普米族自

治县，长期为深度贫困所困扰。

高二那年，张建所在的兰坪一中迎来一

批特殊的“小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支教

团。“原来，未来可以不再重复父辈的人生，

人生可以有不一样的精彩！”张建的眼睛亮

了，第二年，品学兼优的他通过“圆梦计划”

考入人大，坐了 33 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北京。

在高等学府，张建努力吸收知识，慢慢

懂得“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涵义。今年，

张建毕业了，他做出一个让家人出乎意料又

颇感欣慰的决定——回家乡，当老师！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

措 施 ，我 是 受 益 者 ，见 到 了 外 面 的 精 彩 世

界。如今，我有能力了，也要帮助更多孩子

努力追梦！”今年的毕业典礼上，作为本科毕

业生代表的张建动情地说。

这一届高校毕业生，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严峻斗争中经受了磨练、收获了成长。

广大高校也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广大毕业生

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把个人的理

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

“祝贺你成为北京化工大学第六届研究

生支教团团长，看到你们主动选择到决胜决

战脱贫攻坚一线奋斗，我们很欣慰……”北

京化工大学赴基层就业毕业生座谈会上，校

党委副书记宋来新郑重地将支教团团长的

任命颁发给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毕业生高

媛。今年，高媛毅然放弃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的机会，主动请缨，和其他 5 名同学一起，奔

赴学校定点扶贫地——内蒙古科尔沁左翼

中旗开展支教工作。在她看来，“疫情让我

们对家国情怀的理解更深刻、更具体了。那

里需要我们，那里的孩子需要我们！”

北京师范大学公费师范毕业生帕提马·
麦麦提依明，参加了学校的“四有”好老师启

航计划，即将成为新疆和田墨玉县第二高级

中学的一名教师。激励她做决定的，是内心

的坚持——“从学习者到教育者的转变，是

每个师范生最大的价值所在！”

“启航计划旨在引导北师大学子响应党

和国家号召，投身教育事业，扎根基层一线，

到基础教育不均衡的地区、到脱贫攻坚的主

战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北师

大党委书记程建平介绍，启航计划采取价值

引领、政策助推的方式，在更多北师大学子

心中埋下“大国良师”的种子，为高素质教师

队伍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清华大学专门组织开展 2020 届毕业生

“青春报家国，奋进正当时”线上主题党团日

活动。全校 33 个院系的 1690 余名毕业生和

老师们一起，围绕“职业选择与国家需求的

联系”“个人梦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清华精神的继承和弘扬”等话题，

展开热烈交流。同学们袒露心声，有找工作

的 心 得 、有 成 长 的 目 标 ，也 有 对 未 来 的 期

待。“大学毕业是人生重要的节点，毕业生同

学应当有大定位、大格局，要将国家的事业

和自己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要脚踏实

地、持之以恒地追逐梦想，要做伟大的事业、

做平凡的人。”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姜

胜耀对同学们悉心叮嘱。

毕业就是出征，终点亦是起点。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

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6 月 29
日，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毕业典礼，就像一场

特殊的出征。毕业生们以一袭白衣亮相，铮

铮誓言刻在心头。据统计，今年，90%以上的

北大医学毕业生投身医药卫生相关事业，相

当一部分毕业生毅然选择新冠肺炎感染患者

检测和救治的岗位。他们用实际行动，回报

母校的培养，回报祖国和人民的殷殷期许。

尽管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但在这个特

殊的学期，特殊的考试季、毕业季、成长季，

广大青少年正努力用自信、乐观、奋斗书写

青春故事，广大学校、广大教师也用心用情

写就了一篇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立德树人

大文章。

北京大中小学陆续结束 2020年春季学期

成长在这个特殊的毕业季
本报记者 赵婀娜 张 烁

随着高考、中考陆续落下帷幕，

各级各类学校开始布置暑期任务，

2020 年春季学期如期结束。

在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过 程

中，于教育系统而言，如何在特殊时

期、特殊条件下，确保 130 多万名中

小学生的教育教学任务顺利完成，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开 学 或 可 延 期 ，成 长 不 能 延

期。本着这样的目标，激励广大学

生不惧困难、自强不息、努力学习、

健康成长，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

也是这个特殊学期里广大教师攻坚

克难、协同努力的方向。

精心设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

育供给体系。停课不停学期间，线

上教学成为开展教育教学的重要形

态，及时巩固、拓展线上教学的经

验、方法，并努力探索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不仅可以及

时应对疫情变化带来的挑战，更能

在拓展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均衡上

实现新的突破。为此，很多优秀校

长、教师主动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提

供、共享更多优质课程，广大中小学

生也主动适应、积极进行自我管理，

学习能力、探究能力、媒介素养能力

等有了大幅提升。

在中高考试题中彰显立德树人

导向。中高考不仅承载评价选拔、

指导基础教育教学的功能，更承载

培根铸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功能。今年的高考试题，无论是

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在人民生命安全

面临威胁的关键时刻，中国所作出

的回答和取得的战略成果，从中体

会国家的制度优势、综合国力与文

化底色，还是从相互支持、团结合作

入手，体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内涵，感受青少年在危

机情境下的责任与担当，都是在力求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个人

在集体、社会、国家、世界发展中的责任和使命。可以说，疫情

防控常态化的中高考试题，不仅是面向考生的一套考题，也是

面向全社会的一套考题，启迪思考、引发共鸣。

风物长宜放眼量。于做事如此，于育人更需如此。这个

特殊的学期，居家学习对于广大师生而言，虽带来挑战，也在

积蓄力量，实现成长。

在传统知识学习与技能学习的基础上，广大教师更深入

地挖掘育人的目标价值、更主动地拓展育人的渠道载体、更大

胆地探索教与学的方式创新。更先进的教育理念、更科学的

教育模式、更智慧的治理手段，正在广大学校内孕育生长；学

生们也逐渐培养起更浓厚的家国情怀、更强烈的责任担当、更

宽阔的视野和格局，更注重锻炼身体、主动劳动、孝敬父母、关

爱他人、敬畏自然；家长、社会对于教育的理解在日益加深，学

校和家庭作为教育主体协同配合、共同承担育人使命的理念，

已在越来越多的家校之间达成默契、形成共识。

面对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学校和教师如何进一步优化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综合供给模式，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方

式如何更快地做出适应性调整，广大教育工作者如何更好地

践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深化体教融合”“建立科学

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等工作方针，仍需

深入思考，积极探索。

我们相信，在这个特殊学期所积淀的变化与成长，已经汇聚

成厚实的基础，助力青少年成长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作者为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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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北京理工大学

举 行 2020 年 毕 业 典 礼 暨

学位授予仪式。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图②：高考结束后，两

名北京考生相拥。

陈钟昊摄（新华社发）

图③：北京大学医学

部毕业典礼上，毕业生举

起右手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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