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桐飘落的金黄给初冬的申城添上了一抹温暖的色

彩，日前，为扎实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东华大学领导班子来到了拥有 70多年历史的外滩 14号

大楼（上海市总工会大楼），学校将“劳模精神、工匠精神”

学习会的“课堂”从校园搬到了市总工会，在上海工匠馆、

上海劳动模范风采主题展馆实地调研学习。此时，一位面

带慈祥笑容、满头银发，胸前别着党徽的老奶奶健步走

来，她便是新中国纺织工业部首届全国劳动模范、东华大

学校友——黄宝妹，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黄妈妈”。今

天，“黄妈妈”给大家带来了一堂特殊的“党课”。

黄宝妹曾是上海市国棉十七厂的纺织工人，她是

1953年纺织工业部首届 18位全国劳动模范之一，先后 7
次被评为上海市、纺织工业部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是

中共八大代表，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老一

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58年，著名导演谢晋拍摄了

以她为主人公的电影《黄宝妹》，“工人演自己”，黄宝妹

亲任主角，在那个年代她是家喻户晓的“劳模明星”。前

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上海考察调研时接见了这位已年

近九十的“黄妈妈”，评价她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参与

者、奉献者”。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

党课上，“黄妈妈”将她一生默默奉献、不断追梦的经历娓

娓道来。13岁进入“裕丰纱厂”（国棉十七厂的前身）工作

的她，在纺织一线兢兢业业整整 42年，1986年退休后仍

热心于“劳模之家”事业和社区工作，为大家办实事，在平

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贡献。她常说：“工作可以退休，

党员身份可没有退休，思想上不能退休。”

她特别回忆起那段在母校的难忘时光，“我读的专业

相当于现在的经济学、计算机专业，特别热门。”当时纺织

部委托东华大学（时名华东纺织工学院，简称“华纺”）开

办“干部特别班”，三年学制，第一学年补习高中课程，后

两年集中完成大学阶段“纺织工程专业”的课程。就这样

1960年已快 30岁的黄宝妹怀着感恩和激动的心踏进了

“华纺”的校门。

她说道：“自己文化底子薄、基础差，刚开始老师上课

听不懂，笔记都来不及记，习题更是无从下手。”从接头纺

纱到进入大学课堂同“X、Y”打交道，对于黄宝妹来说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面对学业上的压力，她从没有想过“打

退堂鼓”，她告诉自己：“生产上那么多困难都克服了，难

道几个‘X、Y’的代数就能把自己压倒？”她一心扑在学习

上，采用“笨鸟先飞”的方法，周末也住在学校，每天在自

习室学习到深夜，虚心向老师、同学请教。三年寒窗，她不

仅完成了高中课程的学习，凭着那股子劳模的韧劲儿，还

完成“纺织概论”“机械制图”“基础工程学”等课程的学

习，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毕业证书。黄宝妹对母校充满了

感情，“毕业离开学校那天，我背着行李，同吴文英等同学

一一告别，走两步回头看一眼，直到坐上了71路公交车，

‘华纺’的校门渐渐模糊了双眼……”

时代赋予责任，奋斗迎接未来。像黄宝妹这样一代

又一代的“平凡人”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将一个积贫积弱

的国家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社会主义强国，最

大地展现了劳动的荣光与价值。重温他们的故事，心底

就有“自信”，眼中就有“未来”，走过风雨便是横跨苍穹

的长虹。整个党课，“黄妈妈”深深打动了与会成员，字字

热血、句句铿锵，她激情昂扬的精神状态、幽默风趣的语

言、清晰敏捷的思维赢得了大家的赞叹与阵阵热烈的掌

声。已是耄耋的“黄妈妈”仍在追梦路上不断前行，她身

上所展现的是一种“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

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具有跨时代性的劳模工

匠精神。

“聆听了‘黄妈妈’的故事，我深切地感受到她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赤子情怀，以及不断‘提升自我、

完善自我、超越自我’的大国工匠精神，对我们后辈来说

是一次生动的教育。”东华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俞建勇

在交流中谈道，“她的先进事迹体现了把个人之于社会、

小我融于大我、为党奉献、为国奉献的核心价值追求，是

一笔激励学校广大师生群众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深厚文化

资源，激励大家更好地履行党员责任和义务，肩负起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职责和使命，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建设社会主义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东华大学党委书记刘承功这样说道：“黄宝妹老校友

讲授的这场生动的党课是东华大学将劳模精神育人与主

题教育紧密结合的有效尝试。‘黄妈妈’身上的劳模精神

与工匠精神集中体现了老一辈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优

良作风，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誓言和行

动也是我们主题教育的范例。我们要以劳模精神和工匠

精神为引领，绽放新时代的‘劳动美’，争当新时代奋斗

者，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黄妈妈”告诉记者，她经常把十几枚奖章拿出来，

对16岁的重孙女讲自己过去的事。“乖囡，太太希望你们

这一代人也了解当年我们走过的路，不忘初心，把劳模

精神一代代地传下去。幸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靠每

个人艰苦奋斗、努力奉献，国家才会越来越强，生活才会

越来越好。”

本报讯（记者 陶婷婷）华东师范大学日前举行

全国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经验交流暨

成果展示会。来自全国各地84所高校的两百余名“三

全育人”工作的实践者、研究者共聚丽娃河畔。参会者

覆盖包括8个教育部“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区在

内的23个省、市、自治区和53家“三全育人”综合改革

试点单位。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副司长张文斌在主旨报

告中，开宗明义地强调了“三全育人”的重要意义。他

指出，“‘三全育人’综合改革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高校思政工作重要论述的关键一招，是加快构建

高校思政工作体系的关键举措。‘三全育人’是育人

理念、育人思路、育人方式等方面的综合改革，具有

战略性、全局性、系统性的显著特点。”张文斌认为，

深入推进一体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一方面要提

升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的重大

意义。另一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学生的视角、教

师的视角、资源的视角、制度的视角和试点的视角全

面地辨析“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过程中所亟待解决的

问题。此外，要保持攻坚克难的决心，在“深、实、精、

细、合”上下工夫，把握好深入推进“三全育人”综合

改革的关键环节。

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李昕围绕主题“上海大中小学

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总结梳理了上海从 2004年

开始的“一体化”建设路径。从理念形成到改革深化，

以及当下的综合改革实践，上海聚焦“内圈”抓内容

供给，聚焦“中圈”抓主题供给，聚焦“外圈”抓资源供

给，重点在“五个一体化”上下功夫；促进教学平台一

体化、学校建设一体化、师资建设一体化、区校联动

一体化、校内外育人一体化。他表示，在下一阶段，上

海市整体“三全育人”工作将立足 15年来的实践探

索，继续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体系建设”“融

合机制”“能力提升”“支撑保障”四个方面下功夫，完

善“三全育人”格局，拓展开门办思政，深化教师队伍

建设，强化教育治理成效。

华东师大党委常务副书记王宏舟指出，立德树

人是社会主义学校的根本任务，要把立德树人的成

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他从“两个根

本”“三个要求”“融入+贯穿”“三个围绕”“对教师队伍的要求，师德建

设的长效机制”五个层面论述自己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推进“三全育人”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和认识，同时立足华东

师大推进落实“三全育人”的工作实际，分享特色做法和经验。他认为，

“三全育人”是一个完整的大生态环境，作为“微循环”的学校、院系等，

需要社会、国家的“大系统”予以支撑；课程思政要把“三全育人”主干渠

道覆盖到位，贯穿到课程、专业、院系、学校的全流程，以“不做盆景，而

是要建设花园、培育森林”的坚守和初心予以推动。结合对华东师大孟

宪承书院和教育学部的“三全育人”典型案例的展示，王宏舟表示，推进

“三全育人”要有理念性的顶层设计，但是更重在渗透。教师是创新方法

举措的核心关键，希望教师不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做塑造

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真正的“大先生”。

本报讯 （记者 王毅俊）上海市博物馆协会于 11月 21
日至24日，携手十五家会员单位组成联合展台，亮相于“第

二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第二届长三角文博会的主题为“建设长三角文化产业

共同体”，上海市博物馆协会受邀参会，展位面积 504平方

米，与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文澜阁博物馆商店

联盟、安徽博物院等三省一市文博单位毗邻，集结亮相创意

生活展区。市博协旗下参展会员单位共计 15家，包括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嘉

定博物馆、上海韬奋纪念馆、上海电影博物馆、上海文物商

店、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龙华烈士纪念

馆、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博物馆、上海纺织博物馆、上海琉

璃艺术博物馆、上海汽车博物馆、上海无线电博物馆、上海

工艺美术博物馆。展示内容涵盖：以馆藏文物元素为创意灵

感的文化创意产品及其手工制作互动项目；灯彩、绒绣、剪

纸、面塑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技艺展示；相关主题情

景剧目演出等。2017年 12月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

府印发《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提出上海要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文化创意产业

结构布局，在此背景下，本市各博物馆、纪念馆结合本单位

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文创工作新领域、新思路、新做法，这次

出展是诸多有益尝试的一次集中展示。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

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其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域

带动和示范作用。苏浙皖沪有着丰富的文博资源，也是我国

博物馆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之一，因此借本次长三角文博

会之机，上海市博物馆协会与江苏省博物馆学会、浙江省博

物馆学会、安徽省博物馆协会在前期进行了广泛的沟通和

交流后，于11月22日上午在展会现场签订“长三角三省一

市博物馆协会（学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旨在从文化领域

行业组织的层面搭建辐射面更广、参与程度更高、交流互动

层次更深的博物馆协同创新发展平台，对内推动整个长三

角区域文博行业水平提升，对外推出更为丰富多元的跨区

域跨领域合作项目，实现苏、浙、皖、沪博物馆间“强化交流、

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战略目标，切实提升区域

博物馆整体的公共服务能力，从博物馆的角度满足公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上海市博物馆协会自去年年底成立以来，策划、举办了

一系列服务国家战略需要、服务上海建设发展需要、服务社

会公众需要的活动和项目。此次市博协积极开展组织协调

工作，带领十五家会员单位，以丰富的展示内容和多样的活

动项目为长三角文博会添彩。该协会表示还将发挥好行业

组织桥梁纽带的作用，牵手苏浙皖三省的文博领域社会团

体，为“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服务。
本版责任编辑 王毅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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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梦想 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来实现
“黄妈妈”带来一堂特殊的“党课”

一堂生动讲解化学原理的科学课

上海市博物馆协会参展“第二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推动长三角区域文博行业水平提升推动长三角区域文博行业水平提升

本报记者 陶婷婷 通讯员 王宇

本报讯 （记者 王毅俊 通讯员 金志贤）位于辰山植物园沙生

植物馆内非洲区十几个种（及品种）的芦荟近期处于盛花期。芦荟

属是阿福花科的一属植物，为肉质草本或灌木状，花序总状、穗状

或圆锥状，原产于非洲。

在民间芦荟开花被认为是一个好兆头，就像铁树开花一般极

为罕见，所以古诗有云：“浅薄月季频出镜，纯情芦荟慎开花。”芦荟

开花看上去是非常精致的，其花外形微微闭合呈椭圆形，当开花时

靓丽的花朵与芦荟碧绿的叶片相呼应，姿态美观，让人心情舒畅、

心旷神怡。

部分芦荟具有药用和食用价值，比如库拉索芦荟。美国开发利用

此芦荟品种最早最多，所以俗称美国芦荟。库拉索芦荟叶肉的胶汁特别

丰富，适于提取原汁，是保健品的优良原料，对皮肤保水、滋润及防治衰

老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具有生长快、栽培容易、加工方便等优点，使库

拉索芦荟得到广泛种植，成为目前使用最多的品种。

芦荟还是净化空气的“小卫士”，那是因为芦荟通过光合作用

后，会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同时还能吸收空气中的甲醛、二氧

化硫等有害气体。所以，在办公桌、电脑前摆上一盆，既雅趣美观，

又能净化空气、减少辐射，真是一举多得的好主意！

一般情况下，芦荟至少三年以上才有可能开花，而且其开花的条

件要求也非常苛刻，需要植物体内的激素，以及所处环境的光照、温度

与湿度都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温室栽培的芦荟达到标准时一年可开花

一到二次，家庭栽培不易见到芦荟开花。芦荟花期较短，不超过4个月。

辨析毒品植物辨析毒品植物 守护生命之花守护生命之花
在你观赏草木花卉时，是否想过，美丽的植物背后，也可能暗藏着

巨大的危害？为丰富青少年的禁毒科普知识，使学生认识到人类滥用植

物元素制炼毒品所造成的危害，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联合上海科萌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近日组织本市 102名高校学生，前往上海植物园

开展禁毒科普研学活动。

此次活动寓知识于实践，引导学生“动眼动脑动手”，主动探索学习。

讲授完毒品植物和有毒植物的理论知识，植物学博士带领着营员们走出

教室，来到户外园内，搜寻起方才课上讲过的植物。同学们个个瞪大双

眼，在脑海中回忆起学过的知识点。“找到了！”一阵阵兴奋的报告声响

起，一株株有毒植物被营员们的火眼金睛辨识了出来。随后在WWF环境

教育注册讲师陈丽老师的自然笔记课上，营员们更是握起画笔，亲手绘

制了一幅幅毒品植物和有毒植物的肖像画，并配以科普文字说明。

活动结束后，来自华东政法大学的姚佳欣同学依然在园内认真观

察，不愿离开。“我曾多次来过上海植物园，但从未像今天看得这么仔

细。这次活动教会我辨析毒品植物和有毒植物，进一步加深了我远离毒

品、守护生命的信念！”她这样总结道。

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周琦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文婷 记者 吴苡婷）日前，

2019—2020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模拟数学课

堂工作坊”活动在上海举行，英国卓越数学教学中

心小学部主任黛比·摩根、小学部主任助理伊莉莎

贝斯·兰伯特、中学部主任助理彼得·格里芬、107
名英国中小学数学教师及部分上海中小学数学教

师出席活动，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助理、上海师

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黄兴丰主持

了本次工作坊活动。

本次工作坊活动邀请了上海市黄浦区曹光彪

小学的陈懿懿老师和上海市静安区中山北路小学

的缪敏珠老师为所有参会人员举行了两堂“模拟

数学课堂”的活动，授课内容为沪教版小学数学四

年级上册的“数射线上的分数”（此处的“分数”为

与整数相对的数学概念），107名英国教师全部化

身成为“小学生”，积极参与到两位老师的课堂教

学活动中。

在模拟课堂结束后，英国卓越数学教学中心小

学部主任黛比·摩根（Debbie Morgan）组织所有英国

教师对两位上海教师的同课异构进行了充分的讨

论。“节奏控制很好，PPT很精彩，上海教师对于信

息技术在课堂中的使用非常先进。”“把答题中的错

误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展示出来，引导学生自己去发

现问题，这真是个好办法！”也有教师表示难以置

信，“一节课知识点是否过多？提问是否太过密集？”

带着疑问，英国教师们 10人一组讨论后发表

自己对这两节课的看法并向两位上海教师现场提

问。“为什么进行异分母的分数大小比较而不是同

分母分数比较？”“在数射线上认识分数之后，接下

来将会学习什么内容？”“小学阶段的分数教学与初

中阶段有何不同？”陈老师和缪老师也一一做出了

回答，表示数射线帮助学生在整体与部分关系之

外，对分数的大小比较进行初步感知，为学生在初

中阶段以除法关系认识分数做好铺垫。英国教师们

听了回答后纷纷表示赞同。

本次“模拟数学课堂工作坊”活动持续时间将

近 3小时，参会的英国老师对这两节课的评价很

高，他们表示通过今天的课堂教学交流，收获颇丰，

并愿意把这堂课的教学内容带回英国和自己的学

生分享。

据了解，11月 18日起，107名英国教师还将继

续前往下一批上海的中小学开展第二周的听课和

教学交流活动。项目负责方相信通过为期两周的教

学交流活动，这一批英国教师能对上海中小学数学

教育有更深入的了解，并通过交流学习，进一步提

升英国中小学的数学教育质量。

工 作 坊 内 英 国 教 师 频 频 提 问

辰山植物园沙生植物馆十几种辰山植物园沙生植物馆十几种““纯情芦荟纯情芦荟””开花开花

中英数学教师通过“模拟数学课堂”切磋教学技巧
百老汇亲子科学剧百老汇亲子科学剧《《化学秀化学秀》》中文版即将登陆上海中文版即将登陆上海

本报讯 （记者 王毅俊）纸片为什么无法点燃？早餐面包里竟

然有木炭？由大船文化引入中国的百老汇亲子科学剧《化学秀》将

于 2020年 1月登陆上海。作为纽约百老汇招牌剧目，《化学秀》于

2015 年首演，迄今已在全球持续演出4 年，好评如潮，此次中文版

的引入备受期待。

《化学秀》在30余个常见化学实验的基础上，通过幽默丰富的

舞台表现，趣味讲解化学原理，为孩子们在戏剧舞台上展现这个由

化学主宰的世界。

据悉，作为一部舞台剧，《化学秀》并不是一场几十分钟的化学实

验大合集，它还把生动的舞台表演巧妙地融入到各种科学实验中。

演出中，当大家一起晃动手中的荧光棒，仿佛置身于唯美的演

唱会现场；接收来自化学特工的神秘信件，在神秘推理中完成一次

化学实验。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化学的秀，观众还能同时欣赏到音

乐、舞蹈等多门类的精彩表演。

和百老汇经典科学剧《物理秀》一样，《化学秀》同样拥有古灵

精怪的科学天团阵容。主演W博士由外籍演员扮演，拥有丰富的专

业化学知识。风趣幽默的W博士拥有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可以毫无

语言障碍地和台下观众进行互动。W博士偶尔还会捉弄他的助手，

在一次又一次的全场欢笑中，观众们不知不觉掌握了化学知识。

大船文化的代表表示：“对于孩子们来说，在亲眼见证了这些

有趣的化学实验之后，化学更像是一个个未被发掘的宝藏，等着孩

子们去发现。《化学秀》不仅能给成人观众们带来了无尽的乐趣，更

让孩子们感受到知识的魅力，通过这样一场秀，帮助孩子们开拓眼

界，引起孩子们探究科学的兴趣，原来科学实验可以很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