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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斯宪

在纪念建党97周年大会暨“学习新思想千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活动”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97岁华诞来临之际

重温学校党的建设历程

学习领会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坚定信仰信念、担当使命责任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先贤足迹
回顾上海交大党的建设光荣历程



交大党组织建立93年

交大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向同行
积淀了优良传统和家国情怀



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诞生和发展

1925

1949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陈独秀 茅 盾 恽代英

交大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国民革命的基层堡垒



经五卅运动锤炼

1925年底，中共南洋大学党团支部成立

全国高校中最早建立的共产党组织之一

首任团支部书记

陆定一

首任党支部书记

张永和



在建国前的20多年

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抗日救亡运动

和解放战争期间的爱国民主运动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参加了校内外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6年，交大学生发起护校运动

自驾火车赴南京请愿

1949年，穆汉祥与史霄雯

用鲜血和生命践行共产主义信仰



在探索和曲折中坚韧前行

1949

1978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十年间

交大党组织团结带领交大人

投身教育事业和祖国建设



50年代，顾全大局、甘于奉献

纺织工程系

运输管理系

土木系

水利系

航空系

汽车系

电子系

理学院

财务管理系

化工系

东华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北方交大

同济大学

河海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吉林工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复旦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经历了院系调整和西迁，开枝散叶，惠泽八方，

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建立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保持了上海交大作为全国重点大学的地位



1961年，交大划归国防科工委辖属

发扬传统，勇挑重担
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国防工业的骨干

龙乐豪 院士
长征三号甲、乙、丙火箭

总设计师与总指挥

王礼恒 院士
航空航天工业部

总工程师

朱英富院士
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

总设计师



1961年，交大划归国防科工委辖属

这一时期涌现的著名科学家校友

闻雪友 院士 刘友梅 院士 曾恒一 院士 陈亚珠 院士



1961年，交大划归国防科工委辖属

陈明义 叶连松 万学远

这一时期涌现的知名领导干部校友



1966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

坚持和发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

奋力抵制极“左”思潮，克服重重阻力

坚持开展国防工业领域的科学研究

正常的教育秩序
被严重扰乱

学校党委工作
陷入困境



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创新进取

1978

2018



乘改革开放春风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

以“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领导学校锐意改革



锐意改革，取得丰硕成果

率先组成新中国高校访美代表团

打开中美高教交流大门

率先接受海外巨额捐赠

兴建包兆龙图书馆

率先开展管理体制改革

得到邓小平同志肯定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率先建设闵行新校区

为创建一流打下坚实基础



锐意改革，取得丰硕成果

率先实行学生工作体制改革

成立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

在八六学潮和八九政治风波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锐意改革，取得丰硕成果

20世纪90年代，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赢得新一轮快速发展

国家首批211工程大学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

浙江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国家首批985工程大学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先后进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建设行列



走出了一条综合性大学建设高水平医学院的发展道路

2005年，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强强合并

锐意改革，取得丰硕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

综合型 研究型 国际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到新阶段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价值引领

能力建设

知识探究

人格养成

以价值引领为核心的“四位一体”育人理念

陈宝生部长现场观摩
我校思政课教学

应勇市长来校
上形势与政策课

书记、校长带头上思政课坚定师生理想信念

立德树人、学在交大蔚然成风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师生“四个自信”



坚定信仰
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真经”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是全体党员的必修课

也是高校师生的必修课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

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回答

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系统
全新
回答



重要问题一：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犹如壮丽的日出，

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

“



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

究其根本，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

科学的理论

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

人民的理论

首创了人民实现自身

解放的思想体系

实践的理论

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

的行动

不断发展的
开放的理论

始终站在时代前沿

为人类求解放



重要问题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1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

4
人民民主的思想

7
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2
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

5
文化建设的思想

8
世界历史的思想

3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

6
社会建设的思想

9
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



1.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

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



2.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

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
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根本使命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

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

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国标准动车组

“复兴号”

中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

载人潜水器

“蛟龙号”

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核电机组

“华龙一号”



4.人民民主的思想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开幕



5.文化建设的思想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



6.社会建设的思想

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7.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
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洱海治理
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

塞罕坝
从莽莽荒原到葱葱林海



8.世界历史的思想

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
要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跨国大项目
承建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体育中心

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9.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要把党建设成为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人民衷心拥护 勇于自我革命

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 朝气蓬勃



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

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

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



在教育工作战线，马克思主义也时时刻刻
闪耀着真理光辉、展现出真理力量

交大先贤中就有马克思主义忠诚信奉者、
坚定实践者的典范



钱学森同志

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钱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

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最高概括，并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

研究和工程实践。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图”



在国外，没有好的机会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只是在工作中，从经验和教训中得出几条治学

应该注意的东西。

回到祖国，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著作后，才发现自己的那几条治学心得，比

起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就好比大海中漂着几个

小水泡，算不了什么。

——钱学森，《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学森 雷 锋 焦裕禄 王进喜 史来贺

1991年，中组部把钱学森誉为

“ 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优秀共产党员代表 ”

信仰坚定、赤诚忠贞，一心为国为民



彭康同志
交大校长/书记

西安交大首任校长/书记

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开拓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大学建设发展

刚到交大

就着手建立马列主义教研室

亲自开设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了重要贡献



革命者的宽广胸怀和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组织上给他选择：
是留在上海还是远赴西安?

他说了四个字
“我应该去”

彭康直接领导了历时近4年的西迁、
分设和两地独立办学的全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2018年新年贺词

再次提到西迁的老教授们



2018年出版《彭康文集》

上海交大举办《彭康文集》出版座谈会 《彭康文集》

继承发扬爱国奉献、胸怀大局、不畏艰难、开拓创新的西迁精神



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把钥匙

学以致用、以用促学

也是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师生必备的一把钥匙



时代使命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

党的十九大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大学

强调要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本任务

寄语青年“爱国、励志、求真、力行”

（2018-05-02）



一是

高等教育的办学方向和根本任务



“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

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

中成长起来的。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习近平



高等教育的办学方向和根本任务

必须要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站稳立场、毫不含糊



高等教育的办学方向和根本任务

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

把立德树人的成效

把握好“人才培养的辩证法”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

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二是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人才培养关键在于教师
教师队伍的素质直接决定着大学的办学能力和水平

建设政治素质过硬

业务能力精干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是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

“ 评价教师队伍建设的

第一标准是师德师风

”

“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是由一个一个的好老师组成的

也是一个一个的好老师带出来的

”

“

“四有好老师”
“四个引路人”
“四个相统一”



每个教师都要做到

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

才能担当起教育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



三是

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



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

人才培养体系涉及学科体系、教学体系、

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而贯通其中的

是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

加强高校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体系建设

把特色和优势转化为

培养人的能力



“立德树人、学在交大”

新一轮的教育思想大讨论

导师和研究生座谈会 思政教师代表座谈会本科生座谈会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导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的实践

切实解决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一些制度性、根本性问题

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

坚守信仰、坚定信念、担当使命、扛起责任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奋勇争先、展现风采！

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中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大会

暨上海高校“学习新思想千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活动”

2018年6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