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美国贝勒大学医
学中心４日宣布， 美国一名接受
子宫移植手术的女性上月在该中
心成功产子， 这名新生儿是美国
第一个在移植子宫内孕育出生的
宝宝。

贝勒大学医学中心当天在网
络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新生
儿是名男婴， 目前母子平安， 母
亲已出院， 孩子仍留院观察。

手术首席负责人朱利亚诺·
特斯塔在一份声明中将这个消息
称为 “里程碑”， “对那些曾被
告知永远无法怀上自己孩子的母
亲来说， 这是一个充满爱和希望
的美妙时刻”。 孩子的父母也感
到 “深深的幸福”。

贝勒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团
队计划招募１０名女性参与子宫移
植研究。 去年１０月， 该中心宣布
已实施４例子宫移植手术， 但有３
名妇女出现血流不畅问题， 不得
不移除移植的子宫。

美国生殖医学学会发表声明
说， 这名婴儿的诞生是 “生殖医
学史上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但
同时强调该领域的工作必须在相
关审查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

子宫移植被认为是让子宫性
不孕女性受孕的唯一途径。 世界
首例子宫移植手术于２０１４年在瑞
典完成。 此前， 共有８名移植子
宫孕育的宝宝诞生， 所有孩子都
出生在瑞典。

美国首个在移植子宫内孕育的宝宝诞生

在一堂中外时文选读课上 ，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就
学生提问 “为何西方强调人生来
平等”， 从英语措辞开始， 介绍
了 “生来平等” 在西方宗教语境
和现实语境中的差异， 继而分析
了中西社会、 文化和政治体制的
差异。 这堂英语专业课成了生动
的思政课。

“没想到不经意一问， 竟换
来了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深
入的理解。” 英语学院学生谢正
男说。

近年来， 上海积极探索 “大
思政” 教育格局， 推进 “课程思
政” 改革， 将传统思政理论课与
综合课、 专业课有机结合。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虞
丽娟说， 突出综合素养课程和专
业课程教学的育人导向， 促使知
识传授与价值观教育同频共振，
是 推 进 教 师 教 书 与 育 人 有 机
结 合 的现实路径 ， 实现思政教
育向全员、 全过程、 全方位的创
造性转化。

教育部思政司司长张东刚
说 ， 上海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
革， 是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
程体系的积极探索， 是办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高校的鲜亮特征。 既
抓住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
渠道， 又是教师思政的重要载体
和抓手， 是推进课程育人的制度

化落实。
上海高校的思政课队伍迅速

扩大， 各学院专业课教师在马克
思主义学院兼职； 各校书记、 校
长带头上课； 院士成立思政课工
作室……

上海高校 “思政味” 的专业
课也越来越多， 所有高校均不同
程度地将专业课纳入 “课程思
政” 改革， 有的将人文学院整体
纳入， 有的则全校纳入， 使课程
不断丰富。

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说， 上
海正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全面提
升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和水平、
系统推进 “课程思政” 是教育综
合改革的重大核心任务。 为此，
上海在思政教育的内容顶层设
计、 学科高位支撑、 教学方法创
新、 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不断深
化改革， 让高校教学回归育人本
原， 增强价值引领。

在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的热潮中， 价值引领正在磨亮更
多青年学生的底色， 铸就为国家
和人民利益不懈奋斗的理想、 使

命与担当。
上海中医药大学人体解剖学

课程安排学生访问遗体捐献者及
其家属， 有学生主动提出捐献遗
体， 近百人捐献造血干细胞。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每堂课后都有数十篇 “思政体
会” 在师生中流传。

“我们高职学生不能只盯着
毕业、 就业， 弘扬工匠精神， 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落在我们肩
上。” 该校物流专业学生杨猛在
一篇学习体会上写道。

在教育部主办的 “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千名高
校优秀辅导员 ‘校园巡讲 ’ 和
‘网络巡礼’ 活动” 上海报告会
现场， 上海５０余所高校２０００多名
大学生党员和辅导员、 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代表集体起立， 重温
入党誓词。

“右手举拳那一刻， 我为预
备党员而自豪， 在学习十九大精
神后更感自信， 这是对国家发展
和民族未来的信心。” 上海理工
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孙
丽蓉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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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点名课”到“网红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刘芳│美术编辑 赵军│本版编辑 卢继延│2017年 １2月 6日·星期三

———上海高校思政教育“磨亮”青年底色

新华社电 俄罗斯司法部官
方网站５日发布消息， 确认包括
美国自由广播电台、 美国之音电
台、 “现在时间” 电视台等９家
美国媒体为 “外国代理人”。

俄司法部网站消息未宣布将
对这９家媒体工作人员采取哪些
措施 。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
道， 俄联邦议会上下两院近期将
举行会议作出决定， 禁止这些媒
体的记者进入俄联邦议会。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 （议会上
院 ） 主权保护委员会主席安德

烈·克利莫夫表示， 被列为 “外
国代理人” 的媒体名单暂时不会
扩大。 俄方采取的措施完全是对
美国压制俄罗斯媒体的对等回
应。 如果美方不采取新的行动，
俄方也没必要扩大名单。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
娃４日表示， 俄外交部不会取消
美国媒体在俄采访资格， 但会限
制其在俄国家杜马 （议会下院）
的活动。 这项限制措施只针对９
至１０家美国媒体， 并不包括其他
外国媒体。

12月5日， 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阿贡火山附近的艾湄地区， 当地
居民坐在一家歇业的旅游店铺门前。 目前正值印尼巴厘岛的旅游旺
季， 然而连日来的阿贡火山喷发导致大量游客撤离， 许多往返巴厘岛
的航班取消， 致使巴厘岛旅游业遭受打击。 新华社发

俄认定9家美国媒体为“外国代理人”

火山喷发致巴厘岛旅游业遭受打击

“一座难求” “选课秒杀” ———这是正经历蜕变的上海高校思政课受欢迎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 上海从内容顶层设计到教学方法创新， 提高思政理论课的 “抬头率”， 一大批思

政选修课一开即 “红”。
“红”， 是上海系统推进思政教育改革的 “红火” 面貌， 从开展 “课程思政” 改革到打通

校际隔阂的 “大课堂”， 各人明道善教， 各科协同育人， 各校百花齐放。
“红”， 是如今青年的底色———在不同专业背景下追求真理， 焕然一新的思政课让学子如

饥似渴， 围绕十九大精神的学习研讨让师生深受启发。

“红” 遍上海高校———思政课的华丽转身

不求艳丽数朵， 而要满园芬
芳。 公办和民办高校 “结对子”，
师资共享、 课程共建， 是上海思
政课改革的新探索。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李占才２０１３年获得首届全国思
政课教师影响力人物 。 他的到
来， 为民办的上海济光职业技术
学院撬动改革的杠杆。

名家带来了名课， 李占才在
济光的首堂十九大精神宣讲课旁
征博引，从故事讲到情怀，从理论
讲到信念，吸引了３００多名师生。

名师带来了改革的思路： 学
校成立了李占才工作室， 囊括所
有思政课教师和不同院系专业课

教师以及辅导员。 李占才通过现
场听课， 一对一帮助教师提高教
学能力。

工作室的业务氛围辐射全校
７成以上青年教师， 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师谢国日说， 除了学生，
青年教师也时常到工作室探讨思
政教学， “在食堂里吃饭时都有
青年教师和辅导员跟我讨论。”

优质资源正形成渗透效应。
备课、 讲课从学院延伸到学校，
从学校延伸到校际。

十九大闭幕当天下午， 上海
１５位高校领导、 ２００多位思政课
骨干就十九大精神进思政课进行
集体备课； １０月末， 上海所有高

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办公室
负责人和教学科研骨干， 围绕将
十 九 大 精 神 融 入 所 有 专 业 课
程 教 育教学开展专题培训 ； １２
月４日起， 全市４０多位高校优秀
辅导员走进６１所高校进行全覆盖
巡讲……

互联网成为学子跨校交流的
主要阵地。 在上海教育系统首推
并已推广全国校园的易班网络互
动平台上， “‘易’ 起喜迎十九
大” “青春瞩目十九大” 等活动
吸引了３０万学生参与， 页面浏览
量近５０万， 签名墙信息１３万条，
评论留言近７万条， “不忘初心”
成为最高频词。

公办扶民办、 校内到校际———思改催生满园芬芳

全员、 全过程、 全方位———“大思政” 磨亮青年底色

１１月２８日下午１时３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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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复旦大学新开设的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系列专题课程首讲。 自然科学专
业大一学生闫馨衡记着笔记， 近
两小时笔尖未停 。 “感触太深
了， 课后我还要对照十九大报告
去理解。”

系列专题课程组织者之一、
复 旦 大 学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教

授 杜 艳华说 ， 学院组织了一个
多月的集体学习研究， 为的是能
系统地讲深讲透， 确保课堂效果
精彩。

近两年来， 复旦大学马克思
主 义 学 院 几 乎 每 开 一 门 公 共
选 修 课 ， 就 “火 ” 一门 ， 被学
生 “秒选”。

类似情景在上海高校比比皆
是 ： 复旦大学的 “治国理政 ”、
上海交通大学的 “读懂中国 ”、
同济大学的 “中国道路”、 东华
大学的 “锦绣中国”、 上海政法
大学的 “大国安全” ……上海高
校结合学科优势推出的 “中国系

列 ” 思政课堂成为 “网红课 ”，
许多学生奔走校园之间。

一批思政教师成为高校 “网
红”： 上海大学 “大国方略” 系
列课程策划人顾晓英主持的子课
程 “时代音画” 公开课， 吸引了
全国９０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２００
余位专家学者； 上海交通大学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授课人施
索华课上独到的见解和风趣的语
言， 被制成精华版 “网帖”， 在
校园论坛上回帖无数； 复旦大学
“８０后” 思政教师陈果， 授课时
立足生活 ， 妙语连珠 ， 被称为
“思政女神” ……

12月4日， 法国圣艾尼昂市博瓦勒野生动物园举行命名仪式， 宣
布4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 “迷你圆仔” 被正式命名为 “圆梦”， 寓意梦
想成真。 图为法国第一夫人布丽吉特·马克龙 （左二） 与大熊猫幼崽
互动。 新华社发

法国首个大熊猫宝宝取名为“圆梦”

新新时时代代 新新气气象象 新新作作为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