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创造教育办学特色而屹立于名校之林
的上海市向明中学，近日再添一项“国字号”荣
誉：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公布的“全
国文明校园”名单上，向明中学赫然在列。

上海市向明中学由著名爱国教育家马
相伯先生于 1902年创建， 从 20 世纪 80 年
代初起，学校率先开展“创造教育”实践，近
40 年的探索，形成了“学会创造，追求梦想，
让学生在创造实践中成长” 的办学理念，创
造了多项全市乃?全国的“第一”。

“创造”，成了向明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是学校发展的“主引擎”。 向明人以创新精
神催生创造教育， 以创造型教师培育创造
型学生， 以创造教育课程群建设孕育学校
创造品牌，让“创造文化”成为这座百年名
校的独特气质。

领航：党建为旗 凝心聚力
向明中学让每一位党员成为“学习教育

的主动者”，在“党建领航聚合力，党员引领
促发展”的党建理念指导下，学校认真抓好

领导班子建设及党员队伍建设，党总支积极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党章党规党纪教育、示
范警示教育，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全体党员在新形势下的先锋模范作用，

为学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
思想保证、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引路：创新教师 德才兼备
培养以德为先， 德才兼备的创新型教

师，是向明中学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我心
目中的好老师”、“党员先锋标兵” 评选表彰
等活动，为教师队伍树立标杆，弘扬师德情
操。近年来，随着创新型教师不断涌现，先后
有十多位教师获评市劳动模范、 市区园丁
奖、十佳“最美班主任”、优秀志愿者、新长征
突击手等先进典型， 以及上海市 “攻关计
划”、“种子计划” 后备人才和名师工作室主
持人等业务能手。

孕育：深化课改 创造育人
课堂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阵

地，课程是一所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在向明，
“德育为先，立德铸魂，创造育人”是思想道
德教育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曾荣获全国教学
成果一等奖的创造教育课程群建设，是学校
校本课程的最大亮点。 从全市第一家青年共
产主义学校， 到全市第一幢学生协会楼、第
一个中学生获得创造发明专利，向明校园里
始终闪耀着创造的光辉， 践行着创造育人、

实践育人、自主育人的“向明精神”。
乘着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的东

风，以 HJH（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华夏文化）
课程为基础，一体贯穿、循序渐进的爱国主
义教育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创造教育课程群
也将加入兴趣拓展创意课程、社会文创研究
课程等新元素，迎来又一次华丽升级，让优

势更优、特色更特、亮点更亮。
绽放：创造文化 花开四方
“创造文化”是烙印在向明校园的精神

符号。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学校确立了“以
学生可持续发展为本，让每个学生在创造实
践中成长”和“学会创造，追求梦想”的办学
理念；创建了初中英才教育、高中创造教育
实验班，形成以创造教育为核心的“基础+特
长→创造”的办学特色和以校训“明理向上”
为核心，以育人为根本，培养学生创造性人
格，构建独思、独创、独立和爱心、宽容心、责
任心的向明创造文化。

学校以校歌、 校训等鲜明的校园文化符
号，各色节日、活动、评选等多元文化项目为
载体，提升向明人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将向明
创造文化有效融入日常学习、工作、生活。

震旦书院创建， 作为向明中学着力打造

的学生个性化发展平台， 已逐渐成为校园文
化品牌，以“三创、三独、三心”的学校特色创
造文化为核心，借鉴古代书院的文化、教育、
教学特点及人文特色， 在校内建设为教师和
学生成长、发展的空间。 书院每学期有 30?
种拓展型、研究型自主选修课，提供 60? 80

个学生课题辅导机会；定期举办的震旦讲坛、

校友讲座、学生学术论坛，营造了校园学术氛
围，提升了校园文化品位。

向明创造文化的营造， 培养了数千名各
类创新、特色人才，学生创造发明专利获得近
500项之多，每年在科创大赛中的获奖率达七
成，在第 33、34、35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中获 27项一等奖、52项二等奖、77项三
等奖， 并屡屡在国际创造发明展上荣获金银
奖，近期在第七届澳门国际创新发明展上，又
揽获 14?金奖，在 RWDC（真实世界设计挑

战）大赛中获中国区一等奖等。
展望未来，向明人正在积极探索人工智

能背景下如何创新引领向明学子继续站在
科创浪潮之巅。

以创造之精神，育创新之人才。 近四十
年来， 向明中学在创造教育之路上跋涉不
息， 创造精神早已融入每一个向明人的血
液。 在践行“明理向上”校训的过程中，向明
人始终与我国改革开放同向同步同行，先后
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文
明单位”、“全国创造教育先进单位” 等多项
文明称号，以及数十项省部级以上荣誉。

创新、创造、创业意识的“三创”是新时
代的主旋律， 让每个学生在创造实践中成
长，造就更多的创造性人才，是新时代赋予
我们的重任。向明人将以“全国文明校园”称
号为新起点，继续做好“创造教育”这篇大文
章，并通过向明教育集团的平台更好发挥示
范辐射作用，让“创造之火”与“文明之光”交
相辉映、照亮前程。

向明中学：创造文化喜结文明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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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佳敏

“板凳书记”

收获居民认可

杨义顺

深耕35年，

潜心舰船设计

张卫

“科研是工作，

也是我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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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开启沪滇合作新篇章
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上优势互补，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上加强协同 于绍良参加座谈

李强龚正与阮成发王予波率领的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座谈

本报讯 昨天下午，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与云南省委书记阮成

发， 省委副书记、 代省长王予波率领的云南

省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

上海市委副书记于绍良参加座谈。

李强代表上海市委、 市政府感谢云南长

期以来对上海发展的支持帮助和对上海援滇

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 他说， 今年以来， 云

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 全省贫困县全部宣布摘帽， 各项事业呈

现新气象新进步 。 上海和云南虽然远隔千

里， 但交流往来源远流长， 正式确立对口合

作关系24年来， 两地人民情谊日益深厚。

李强指出， 当前， 上海正在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和在浦东开发开放30

周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十一届市委

十次全会明确了上海今后五年和更长时期的

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 我们要在新起点上推

动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 全面推进城市数字

化转型， 全力实施 “三大任务、 一大平台”，

着力强化 “四大功能”， 加快建设 “五个中

心”。 茛 下转第三版

■ 正式确立对口合作关系24年
来，两地人民情谊日益深厚。上海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
作的重要论述， 助力云南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

对口合作24?情谊深厚

在党的旗帜下铸牢军魂

新华社播发《全军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综述》

在攻坚克难、 砥砺奋进的伟大征程
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彰显出巨大威力。 国防
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

变革， 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 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
的科学指引 荩 刊第三版

劳动铸就了我们这座城市的辉煌历史
也必将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的新奇迹
上海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模范集体表彰会举行 龚正主持 蒋卓庆出席 于绍良宣读表彰决定

李强：争当新时代的追梦人，更好助力上海在大变局大变革中育先机开新局

本报讯 2020年上海市劳动模范（先进

工作者） 和上海市模范集体表彰会昨天举

行。 市委书记李强在会上指出， 迈入新阶

段、开启新征程、奋进新时代，必须紧紧依

靠人民、 始终为了人民， 必须依靠辛勤劳

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全社

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

神， 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主

力军作用，努力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奋力开创

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出席， 市委副书记于

绍良宣读《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人民

政府关于表彰2020年上海市劳动模范 （先

进工作者） 和上海市模范集体的决定》。市

领导翁祖亮、诸葛宇杰、莫负春、彭沉雷、徐

逸波出席会议。市领导向全国劳动模范（先

进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和上海市模范集体代表颁发荣誉证书。

李强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获得全国和

上海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模范集体荣

誉称号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 向奋

战在全市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劳动群众致以

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他说，近年来，全市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改革发展主战

场建功立业，在科技创新第一线攻坚克难，

在服务群众最前沿无私奉献， 为上海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 广大劳动群众在各自岗

位上埋头苦干、默默奉献，铸就了伟大抗疫

精神，汇聚起了战胜疫情的强大力量。此时

此刻， 还有很多同志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

线，为城市平安、人民健康作出贡献。受到表

彰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就是劳动群众

的杰出代表，不愧为新时代最美奋斗者。

李强指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描绘

了我国今后五年发展蓝图和2035年远景目

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

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为上海推进更

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奋力创造新时

代上海发展新奇迹发出了时代号令。

茛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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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精神是什么？ 不同时期，

不同场合，不同年岁的劳模们这样

生动归结———

“劳模精神就是，车间里热火

朝天地工作，遇上棘手难题，大家

一起研究到深夜……”

“劳模精神就是，能持守匠心，

不好高骛远、不急功近利，执一业终

一生，在每个当下成为最好的自己。”

“劳模精神就是，始终把自己

牢牢‘钉’在基层这片最有养分、最

有热情的土壤里。 为民之心和脚

步，总有一个在路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厦

是靠一砖一瓦砌成的，人民的幸福

是靠一点一滴创造得来的。广大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坚持中国

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

量的楷模。

时代大潮浩浩汤汤，正是这一

颗颗平凡而又不凡的小小 “螺丝

钉”，聚集在一起形成强大合力，鼓

舞自己也散播热能，牢牢锚定前行

方向，埋头苦干、默默奉献，推动时

代不断向前。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鲜明的

印迹和精神特质。 党的十八大以

来，飞速发展的时代印迹，更生动、

更传神地展现在一个个平凡亲切、

有血有肉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典型

身上， 经由他们的事迹和言行，为

人们所接纳， 所延续， 所传承。今

天，我们礼赞劳动创造，讴歌劳模

精神，更要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成为时代主旋律，浇灌梦

想，凝心聚力。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

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描绘了我国今后五年发展蓝图

和2035年远景目标。 实现宏伟蓝

图，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每一个劳动

者勤勉工作、踏实劳动来创造。

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劳

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迈入新

阶段、开启新征程、奋进新时代，需

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

民，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

动，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胜利汇聚强大正能量；需

要我们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怀揣高

度的主人翁责任感，以丰富的劳动

实践创造， 以忘我的拼搏奉献，以

“干”字当头的务实行动，以功成不

必在我的胸怀，以勇挑大梁的担当，

在不懈的劳动创造中诠释“做一颗

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时代新内涵。

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尊重创造。劳动创造，铸就了过

往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必须依靠劳

动创造，我们才能在新征程上劈波

斩浪，奋勇争先，创造让世界刮目

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实现宏伟蓝图归根到底要靠劳动创造，迫切需要“干”字当头的务实行动

李强、龚正等市领导向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

上海市模范集体代表颁发荣誉证书。 陈正宝摄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 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让劳动最光荣、劳动

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蔚然成风。要充分发挥劳模作

用，引领带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努力学先进、赶先进、创先进，推

动更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竞相涌现。要教育引导孩子们从小热爱劳

动，树立正确劳动观。广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要珍惜荣誉 、再接再

厉，用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优秀品格和模范行为影响带动全社会，在新

的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凝聚开启新征程共创新奇迹奋斗伟力
■ 要发挥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 凝聚起开启新征程、

共创新奇迹的奋斗伟力。要立足上海改革发展大局，不断学习掌握新知

识新本领，不断提升新技能新技术，围绕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

重点产业，广泛深入开展各类劳动和技能竞赛，更好助力上海在大变局、

大变革中育先机、开新局。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发扬首创精神，全力以

赴投身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积极发挥开路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的

作用

数字化赋能淮海中路
打造世界级商业街区

上海市840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336个模范集体获表彰，主题图片展开幕

新时代最靓最动人的身影，属于最美奋斗者
上海市商务委外贸发展处

在进博一线展现
“商务铁军”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