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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印 发《关 于 加 强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

2021 年 9 月 22 日 星期三

新华社北京 9 月 21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
院建设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
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
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学习
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思想政治理
论课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主渠道。
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是深化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内在要求，对于构
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于彰显中
国大学社会主义底色，引导青年学生牢固树
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和单位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推动马克
思主义学院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各方面工作迈
上新台阶。同时，与新时代新要求相比，马克思
主义学院在教育教学、研究宣传、队伍建设、人
才培养等方面还存在差距，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建设亟待加强。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迫
切需要，
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
把加强马克思
主义学院建设作为基础性、战略性工程，
推动实
现高质量发展。
《意见》明确，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
建设，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把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的教学和研究作为重中之重，进
一步明确职责使命，
推动内涵式发展，
强化政策
保障，
着力打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研究
宣传和人才培养的坚强阵地，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坚实学理支撑和人才支持。要坚持正
确方向、坚持铸魂育人、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系
统谋划，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规
律、学科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
更好服务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
《意见》指出，要扎实推动马克思主义学
院内涵式发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
设，把准学科定位方向，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引领作用。大力推进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在政治引导、学理阐释和价值塑
造上下功夫，提升教学实效。强化课程体系和
教材体系建设，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全面贯
穿、有机融入各门课程，切实提升教材的政治
性、时代性、科学性、可读性。立足新时代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鲜 活 实 践 ，找 准 切 入 点 、聚 焦
点、结合点，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
着力打造一支信仰坚定、理论功底扎实、数量
充足、结构优化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切实增强
使命感、认同感、获得感。提高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源源不断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备人
才。
《意见》指出，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
政策支撑机制。以育人成效为标准，完善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特点、符合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内在要求、有利于教师职业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以培养真学真懂真信真
用马克思主义的教师为目标，完善培训体系，加大支持力度，健全教师成长激励机制。
牢固树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理念，建立协同育人机制，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
同向同行、日常思政工作与思政课程同频共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阵地建设，培
育和夯实发展平台，构建平台支持体系。建强建优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提升发展
质量，强化示范辐射，加强建设管理，以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为牵引，推动形成各
类马克思主义学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体推进的局面。
《意见》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领导。各级党委要把马克思
主义学院建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领导和统筹规划。宣传、教育等部门要为马克思
主义学院建设提供有力政策指导、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马克思主义学院所在单位要
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重点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重点学科、思想政治理论
课作为重点课程加强建设，给予优先保障。要严格督导考核，在结合巡视巡察开展的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检查中，加大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情况的检查力度。把马克
思主义学院建设列为所在单位党的建设工作考核、办学质量评估的重要内容，作为所
在单位领导班子、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推动建好建强马克
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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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载人航天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李国利
大漠戈壁金秋醉，弱水胡杨迎客
归。
在完成既定任务之后，
神舟十二号
3 名航天员结束 3 个月的太空飞行踏上
回家之路，
返回位于西北大漠戈壁的东
风着陆场。
归来之时，太空还是那片太空，中
国人却又一次把一个国家崭新高度在
这里标记——神舟飞船首次快速交会
对接，首次进入自己建造的空间站，最
长时间的太空驻留，
最长时间的出舱活
动……
这是中国航天的新高度，
也是中华
民族的新高度。
站在中国正式进入空间站时代的
时间轴上，我们再回眸中国航天人 29
年来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不由得发
现，
一次次托举起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
与自豪的正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
是载人航天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也成
为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
激励一代代航
天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一）
1992 年 9 月 21 日，党中央正式批
准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从那天开
始，
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在极其艰苦和困
难的条件下悄然起步。
此时，苏联已发射了三代飞船，建
设了“礼炮”
号和“和平”
号空间站。
美国
则完成了飞船向航天飞机的跨越。
面对晚于国外的现状白手起家，
成
千上万的科研人员开始昼夜攻关；
面对
自然环境恶劣的大漠戈壁顶烈日冒风
沙，开建载人航天发射场；面对测试发
射没有工作流程的窘境从零起步，
十几
个人组成的课题组全国奔波调研 2000
多个日夜，
设计出全新的测试发射工艺
流程……再大的困难都吓不倒中国航
天人，
他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埋头苦
干，一次次向艰难险阻发起进攻，一次
次向生理和心理极限发起挑战。
1998 年 1 月 5 日，从 1500 多名优秀
空军飞行员中精心选拔的 14 人，汇聚
北京航天城，
成为中国首批航天员。
天空与太空，一字之差，被苏联航
天员列奥诺夫形象地称为“上天的阶
梯”，
包含了众多艰苦万分的训练。
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里，
常人只能
承受 3 到 4 个 G 的重力加速度，航天员
却要承受 40 秒的 8 个 G 的重力加速度。
训练中，他们的五官被挤压变形，眼泪
不自觉地往外飞，胸部极度压抑，呼吸
非常困难，手臂抬不起来。一位航天员
的母亲看后，
一边流泪一边不住地摆手
说：
“不看了，
不看了!”
做这种训练时，
航天员手边有一个
红色按钮，
一旦挺不住了就可以立即按
动红钮，
请求暂停。
但时至今日，
没有一
个人按过这个红钮。
可以说，
“特别能吃苦”
是由载人航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天领域的特别工作环境锤炼而成的。
而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
参与工程研
制、建设和试验的中国航天人，才能战
胜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实现了中华民
族的千年飞天梦想。
（二）
在人生的旅途上，
什么是最大的激
励力量？中国载人航天参研参试人员的
选择，
是把个人发展深深融入祖国的航
天事业。
2008 年 9 月 27 日，在黑色天幕和
蓝色地球的映衬下，
神舟七号航天员翟
志刚在浩瀚太空留下中国人的第一个
足印，
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飘展的那一
幕已经凝结成中国人永远的记忆。
然而，
这一历史时刻的背后却是惊
心动魄的生死考验。
就在翟志刚准备出舱之时，
轨道舱
频频响起火灾报警声。
直面在太空最害
怕发生的事故，
翟志刚仍选择了毫不犹
豫地出舱。他说：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都要完成任务，
让五星红旗高扬在
太空。
”
这也是中国航天人的共同心声。
2003年10月15日9时，
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惊雷乍起，长征 2 号 F 火箭托举
着神舟五号飞船直刺苍穹。
杨利伟刚开
始感觉良好，
但很快就遇到了麻烦——
火箭开始急剧抖动，
产生了共振。
此前，他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训
练。
“难以承受的痛苦，感觉五脏六腑
都要碎了。
”
杨利伟说，
“有一刹那，
以为
自己要牺牲了。
”
杨利伟并不害怕牺牲。在出征之
前，他早已做好了牺牲生命的心理准
备。
他担心的是，
如果牺牲了，
他就无法
完成接下来的任务，
中国人的飞天梦想
将推迟实现。
共振持续了 26 秒。后来有人评价：
26 秒，见证了中国航天员英勇无畏、舍
身为国的赤胆忠心。
18 年后，
“ 时代精神耀香江”之仰
望星空话天宫活动在北京和香港两地
成功举办。
一名香港青年学生这样问杨
利伟：
“您觉得航天员这个职业最酷的
地方是什么？”
杨利伟答：
“在太空中，
当我向全世
界展示中国国旗时，
那一刻我觉得我是
最酷的。
”
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把个人选择与党的需要紧紧相连，
把个
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紧紧相连——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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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临汾分行积极开展反假货币宣传月系列活动
为有效落实山西省反假货币工作联
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开展2021年反假货币
宣传月活动，
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
践活动，
建行临汾分行开展反假货币宣
传月系列活动。
9 月 13 日，临汾分行组织全辖网点
开展人民银行总行推出的反假货币知识
网络答题活动，
同时在人民银行官网下
载反假货币宣传视频播放，
吸引更多公
众关注人民币防伪的反假知识。9 月 14
日至 9 月 19 日，
开展反假货币及人民币
现金服务知识进企业、进农村、进校园、
进社区、
进网络；
9月15日（重点宣传日），
建行临汾分行所有网点在单位门口或就
近广场搭建拱门、
设立咨询台，
散发宣传
资料，
在突出“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
动主题下，
进行现场兑换残损币等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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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活动，
人民银行临汾市中心支行货币
金银科现场进行督导，
指导反假货币工
作开展。
建行临汾分行 10 名员工参加了
人民银行临汾市中心支行举办的反假货
币理论知识考核和实际操作测试。
通过全方位、多样化的宣传活动的
开展，
建行临汾分行努力让人民币现金
服务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切实提
高现金服务民生水平。
谷红平

校对：霍艳娟

载人航天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
力的重要标志。虽然起步较晚，但中国
航天人始终坚持高起点发展，自主创
新，奋力攻关，突破和掌握了一批核心
技术，
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出了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工程发展道路。
神舟飞船从研制开始就瞄准了国
际第三代载人飞船水平，
直接采用三人
三舱的设计方案；
为打造托举神舟飞天
的神箭，
运载火箭设计制造人员开展了
近千项技术攻关，让长征 2 号 F 火箭成
为享誉世界的“金牌火箭”；
建设载人航
天发射场，
采用中国特色的总体技术方
案——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整体
运输、远距离测试发射，跻身世界先进
行列……一系列新技术、新创造、新成
果，
无一不是中国航天人创新攻关的智
慧结晶。
1999 年 11 月 20 日清晨，西北大漠
深处。
成千上万的人们在袭人的寒风中
兴奋地等待着。
6 时 30 分，长征火箭托举着中国自
行研制的神舟一号无人飞船直上云天，
并于次日凌晨准确着陆在预定回收区
域。
这意味着，中国航天用短短 7 年时
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用三四十年走过
的路。
最泥泞的道路，
才能留下最深的足
迹。
同样，
一种精神，
只有经过狂风暴雨
的洗礼、挫折失败的磨砺，才能浸入骨
髓、刻骨铭心。
2021 年 5 月 19 日晚，天舟二号货
运飞船距离发射不到 3 个小时，长征七
号遥三运载火箭一个压力值参数突现
异常，
不得不推迟发射。
这枚火箭能否成功发射，
关系着中
国空间站“天地运输走廊”能否顺利搭
建，
更关系着后续载人航天计划能否顺
利实施。
距离下一个发射窗口还有 9 天。为
了摸排故障，试验队员换好服装、戴好
面罩，一次次从 50 厘米见方的舱门钻
进箭体仔细排查。
5 月的海南，室外温度高达 30 多摄
氏度，湿度达 90%以上。在火箭舱体中，
则是零下 183 摄氏度的低温。巨大的温
差考验着长征七号，
也考验着每一名试
验队员。而他们一切无暇顾及，都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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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四层，
建筑面积 1857 平方米；
北楼四至八层，
建筑面积为 1945 平方米）进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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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2021 年 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长征
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点火升空。约 573 秒后，飞船与
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将 3 名
航天员顺利送入太空。
出征前，3 名航天员专程来到距离
发射场数公里外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从元帅、将军到普通的官兵、科技工作
者，有 760 多位为祖国航天事业献出生
命的人在这里长眠。
潘仁瑾就是其中一个。1998 年 4 月
18日，
神舟一号飞船紧张备战之际，
载人
航天发射场电磁兼容工作负责人——潘
仁瑾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为支持丈夫工作，
潘仁瑾毅然辞去
在上海的工作，随丈夫来到大漠，一头
扎进科研试验第一线。
测试工作大多在
野外进行，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她都
坚守在现场。
那天深夜，
潘仁瑾口吐鲜血突然倒
下。弥留之际，她与丈夫有个约定：
“飞
船上天，
勿忘相告”。
英雄淡泊名与利，惟愿飞天梦圆
时。
今天，
我们可以告慰烈士的是，
已经
有 12 艘神舟飞船从她长眠之地飞向太
空，中国人的太空家园也已经开始建
造。
作为中国航天史上规模宏大的跨
世纪工程，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以来，汇
聚了全国数千家单位，
数十万人参与其
中。
他们不论前方后方，
不计名利得失，
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形成了强大合力。
正如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所说，
载人航天真的是“以平凡成就非凡，以
无名造就有名”。
精神无形，却能激发出无穷的力
量，激励人负重前行、成就梦想。载人
航天精神，是中国航天人在建设科技
强国征程上立起的一座精神丰碑，是
与“两弹一星 ”精神血脉赓续又极具
鲜明时代特质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
远激励着中华民族努力进取、跨越时
代、勇往直前。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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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人特别能战斗的源泉，
是这个
能打硬仗的战斗集体不断创造非凡业
绩的最根本原因。

一股劲儿，
一定要尽快完成问题定位。
5 月 25 日，
归零工作接近尾声。
5月
29 日 20 时 55 分，
火箭成功发射！
“归零”，中国航天人创造的名词。
这个可以简单解释为“从头开始查找故
障原因”的词语被细化为 5 个步骤。正
是“归零”原则与经过一次次发射试验
淬炼而成的严慎细实作风，
成就了中国
载人航天的一次次成功飞行。
可以说，
崇高使命焕发了中国航天
人特别能攻关的精神，
这种精神又激励
着中国航天人不畏艰险、勇攀高峰，在
短短 29 年间便实现了从无人飞行到载
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舱
内实验到太空行走、从单船飞行到组合
体稳定运行的航天奇迹。

9 月 19 日，
海口一家琼式月饼店的工作人员摆放月饼。
中秋佳节到来，人们在海口街头购买琼式月饼庆中秋。海南本土琼式月饼以低
糖、
低脂、
饼皮酥香松软为特点，
深受喜爱。
新华社记者 周佳谊 摄
2021 年 9 月 21 日，新增 3 个中风险
区。目前，全国高风险地区 3 个，中风险
地区 26 个。
高风险地区（3 个）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福建
省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乌涂社区，福建
省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西塘社区。
中风险地区（26 个）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郊尾镇后沈村，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郊尾镇宝坑村，
福建
省莆田市仙游县赖店镇象岭村，
福建省莆
田市仙游县赖店镇锦田村顶厝自然村，
福
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园庄镇大埔村，
福建省
莆田市仙游县园庄镇枫林村,福建省莆田
市仙游县园庄镇园庄社区,福建省莆田市
仙游县园庄中学，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度
尾镇仙竹村，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鲤南镇
横塘村富力院士廷 8 幢，
福建省莆田市仙
游县鲤南镇仙安社区以八二五南街213号
为中心（东侧八二五南街 163 号至八二五
南街 269 号，
南侧兴国西路 135 号至兴国
西路13号，
北侧八二五南街163号号至八
二五南街 225 弄 3—7，西侧八二五南街

新 华 社 西 安 9 月 21 日 电 （记 者
谭 畅） 第十四届全运会拳击比赛 21
日在陕西榆林结束 ，从东京奥运会归
来的河北队常园、陕西队谷红、上海队
胡建关、新疆队托合塔尔别克·唐拉提
汗在当天的决赛中均以 5:0 胜出。加上
此前夺冠的内蒙古队李倩、江苏队陈
大祥 ，中国拳击队征战东京奥运会的
6 名拳手在本届全运会全部夺得金
牌。
东京奥运会上，
李倩和谷红摘银。
奥
运归来的各拳手对全运会金牌志在必

关于加强中高风险地区来（返）临人员健康管理的通告
225弄3—7号至兴国西路135号）范围内，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鲤南镇西埔社区温
泉东路2250号锦行车行以前门为中心左、
右、
后侧各500米范围，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
区笏石镇笏西路以东、北埔路以西、兴秀
路以南、大营路以北的区域内，
福建省莆
田市秀屿区以笏石镇阳光幼儿园为中心、
南至大众路、
北至 70 米外无名路、
西至荔
港大道、
东至160米外无名路范围内，
福建
省泉州市泉港区界山镇东丘村,福建省泉
州市泉港区界山镇鸠林村，
福建省泉州市
泉港区界山镇界山村顶府自然村，
福建省
泉州市晋江市陈埭镇苏厝村部分区域（和
平北路 145-149 号、213 号、230-232 号）
（新），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龙涓乡长新村
（新），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仁安
社区部分区域[苏厝街14-1、
14-2、
16、
18、
20、
26、
28、
30、
32、
34、
71、
73、
75、
77、
91 号，
外清巷 1、
2、
3、
3-1、
3-5、
4、
6、
8、
10、
13、
17、

19、
21号，
盐溪街12号-36号（双号）、
1号33号（单号）、
52号-58号（双号）、
62号-70
号（双号）、
78号-102号（双号），
虞朝巷（全
部门牌号），吴厝巷 9、10、11、12、13、14、
16、
17、
19、
21、
23号]，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开元街道后江社区福满家园小区，
福建省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官田洋一里，
福建省
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梧侣村，
福建省厦门
市同安区新民镇柑岭村，
福建省厦门市海
沧区嵩屿街道水云湾小区（新），
福建省漳
州市台商投资区福龙社区。
为深入贯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防控策略，严防疫情输入扩散，请
广大群众密切关注国内中高风险地区
疫情动态变化，提高防范意识，做好个
人防护。
具体事宜通告如下：
1. 主动报告。有 9 月 8 日之后（含 9
月 8 日）有福建省泉州市、厦门市旅行居
住史的有关人员,特别是与确诊病例行

得，胡建关在本届全运会取得首胜后表
示要“东京失意，
全运得意”。
在女子 51 公斤级决赛中，卫冕冠军
常园战胜福建队吴愉。胡建关力克安徽
队方波，成功卫冕男子 52 公斤级金牌。
托合塔尔别克·唐拉提汗战胜北京队乌
勒怕尔·哈尔恒，首次获得全运会男子
75 公斤级冠军。
女子 69 公斤级决赛，卫冕冠军谷红
战胜内蒙古队杨柳。
东京奥运会后，
谷红
曾表示，
打完十四运会就会退役，
开启新
生活。但摘得全运会金牌后，这名 33 岁
的老将却没有说再见。
展望明年的亚运会，谷红说：
“ 如果
有需要，
我肯定义不容辞，
因为我真的很
喜欢拳击。
”

程轨迹有交集的人员，要第一时间向所
在社区、村和单位报备相关情况，自觉
接受健康管理，积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对发现从以上地区来（返）临人员
未落实健康管理措施的，请及时反映情
况，
联系电话 0357-2091131。
2. 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如非必要，
尽量避免前往福建省莆田市、泉州市、
厦门市、漳州市。必须前往的，请严格做
好个人防护、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防
控措施。
3. 强化自我防护。请广大群众坚持
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1 米线等良好
卫生习惯，
当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4. 主动接种新冠疫苗。为巩固疫情
防控成果，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符
合条件的市民积极行动起来，主动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早接种、早预防、早放
心，为构建群体免疫屏障贡献“一臂之
力”。
临汾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总调度
室
2021 年 9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