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江奔腾，一路向前，时间伟大
得无法阻挡，2020，隆隆降临。
“一年好景君须记”。回望 2019，?

总有些难以忘却的事情，镌刻于记忆
之树的年轮深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擦亮了担当使命的初
心底色；朱美芳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
院士、丁彬研究员斩获“国家杰青”，
奏响了一阙阙“人才强校”的华彩乐
章；张瑞云教授荣膺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赓续着科研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优良传统；游燕玲团队荣获全国大
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一等奖，吟唱着莘
莘学子一以贯之的耕读坚守……一
年间，我们乘着时间的翅膀拓展梦想
的空间，所有的努力最终熔铸为流光
溢彩的美好结局。
告别过去，“轻舟已过万重山”的

快慰写意油然而生；展望未来，“天时
人事日相催”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2020年，既是“十三五”规划冲刺收官
年，也是“双一流”建设攻坚克难发力

年。面对高等教育白热化的激烈竞争
态势，面对人民对于优质教育水涨船
高的殷殷期待，我们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亟待落细落小，服务国家战略能力
亟待升级换挡，学科统领发展水平亟
待再上层楼。困难与挑战，是成为我
们前行路上的拦路虎，抑或攀登新高
的垫脚石，检验着东华人践行教育初
心使命的成色。
关山千万重，山高人为峰。无数

的历史经验昭示我们：经历风雨，未
必见到彩虹；但要见到彩虹必须经历
风雨。从钱宝钧到潘鼎再到陈惠芳，
三代东华人 70年接续专“研”碳纤
维，助力中国从“纤维大国”迈向“纤
维强国”，其闯关夺隘写就的“筚路蓝
缕攻纤维”身边故事，精彩折射了“艰

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朴素道理。“不畏
山高路远的跋涉者，山川回馈最奇绝
的秀色；不惧风高浪急切的弄潮儿，
大海回报以最壮丽的日出。”迎着困
难消痛点、扫障碍、添动力，逆流而上
的发展期，最考验的是迎难而上的意
志品质，最呼唤的是拾级而上的进取
精神。
一切梦想的花开，都离不开时

间的助力。时光慢慢，前行之路充
满无数可能。这是时间的命题，也
是时间的魅力。高等教育发展如逆
水行舟，不进则退。“苏州过后无艇
搭”，历史留给我们发展的窗口期
稍纵即逝，等不起慢不得，我们唯
有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
神，不浪费一分一秒，在奔跑中奋

力逐梦，让时间离开得“残酷”，留
存着精彩。
“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悉由你

造。譬如一灯，灼于暗室；譬如微风，
点燃荒野。你若暗淡，世界就会失色；
你若温和坚定，世界便岁月静好。”每
个人都是东华不可或缺的主角。爱校
兴校，就要用“你怎样，东华便怎样”
的方式成就自我。于干部而言，理应
竭诚服务；于教师而言，当需打造“金
课”；于学生而言，必当勤勉学习。个
人奋发，东华奋进。奋斗的方式不同，
但奋斗的指向如一。

无限的过去都是以现在为归宿，
所有的未来都是
以现在为渊源。时
光荏苒，“考卷”在
升级，恒常不变的
是我们奋进的姿态。

奋斗，在此
刻、在此地。就这
样，迎向 2020！

本报讯（通讯员李盈颉）12月
12日，学校召开 2019年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
组”）工作会议，总结 2019年学校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党委书记刘
承功、校长俞建勇、副校长邱高出
席，会议由党委副书记刘淑慧主持。
刘承功在会上对相关部门各司

其职、压实责任，确保 2019年学校
网络安全总体平稳给予肯定，强调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思
想为指导，不断提高认识站位，厘清
工作思路举措，进一步健全完善网
络安全工作制度、加强网络安全基
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网络安全等
保工作、做好网络安全技术防护，齐
心协力推进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工作落地落实。

俞建勇就进一步加强学校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提出要求，他
强调要强化落实责任体系，完善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制度建设，确
保措施落地；要加大技防建设力
度，建强工作队伍；相关部门要协
调联动，针对网络安全方面重要事
态和重大事件主动抓紧部署、确保
工作落实。
刘淑慧在主持中指出，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工作责任重大，领导小
组各成员部门要相互配合，从“没
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
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的高度，进
一步提高认识，全面压实网络安全
责任制和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制，认
真谋划学校 2020年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工作。
会上，领导小组下设的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办公室汇报了学校
2019 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情
况，学校信息化办公室就加强 2020
年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打算
进行了汇报，领导小组成员部门负
责人围绕学校 2019年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工作总结、2020年工作打算
提出了工作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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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论坛

以奋进之姿定义 2020
阴华 平

本报讯（记者 孙庆华）12月
27日上午，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陈宝生来我校调研指导。教育部
办公厅主任宋德民、发展规划司
司长刘昌亚、学位管理与研究生
教育司司长洪大用等陪同调研。
上海市副市长陈群，上海市人民
政府副秘书长虞丽娟，上海市教
委主任陆靖参加调研。党委书记
刘承功、校长俞建勇等校领导班
子成员及有关学院部处负责人、
师生代表参加调研活动。

陈宝生一行先后来到我校纺
织学院纺织科学与工程一流学科
展示厅、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
实验室高纯粘胶基碳纤维研发与
生产基地考察调研，深入了解学
校发展历史、办学特色与主要成
就等。
在纺织科学与工程一流学科

展示厅，陈宝生听取了副校长陈
南梁的介绍，他边听边看，对学
校立足学科特色优势，主动对接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地方区
域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表示
肯定。

在高纯粘胶基碳纤维研发与
生产基地，当听到中国科学院院
士、材料学院院长、纤维材料改性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朱美芳关于
“六个百分百”的介绍时，陈宝生
对我校在寓研于教、教研相长、校
内外合力育人等方面的做法表示
赞赏。他还仔细查看了高纯粘胶
基碳纤维生产线，听取了该基地
负责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
得者陈惠芳研究员的汇报。
下午，陈宝生主持召开在沪

部分直属高校负责人座谈会。华
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
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作汇报

发言。
座谈会上，陈宝生充分肯定

了四所高校在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全
面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
作、推进“双一流”建设等方面取
得的进步，希望各高校领导班子
全面贯彻党中央对高等教育高质
量内涵式发展的要求，深入思考
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和工作重心，
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考虑高
等教育如何充分发挥人才保障作
用，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大局和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两个大局”考虑高等教育
如何充分发挥智力支撑作用，从
公平、质量“两大主题”考虑高等
教育如何充分发挥基础性工程作
用，从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两大目标”考虑高等教
育如何坚持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陈宝生要求，各高校要进一

步加强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的学习贯彻落实，做好“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工
作，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
三五”规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三个收官”，进一步凝练书写好
新时代教育奋进之笔。

会上，刘承功从学校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一步
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系
统谋划推进内涵式发展和“双一
流”建设，不断提升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和区域行业发展需求的能力
等方面做了汇报。俞建勇就努力
走出新时代行业特色大学高质量
发展道路的目标导向、核心抓手、
落实举措等作了发言，汇报了学
校以一流学科建设统领高质量发
展、体系化建设高水平学科发展
体系、更好服务国家和区域行业
重大发展需求等方面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宇）12
月 26日，由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主办，北
京八月瓜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的“全球碳纤维产业技术创新
200强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举
行。会上发布了“全球碳纤维产
业技术创新 200强报告”，东华
大学居于排行榜第五位。
报告显示，中国有东华大

学等四个创新主体进入全球
碳纤维产业技术创新 10强，
表明中国在碳纤维产业技术
创新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活跃
度。其中，东华大学和中复神
鹰，2017 年攻破了几十年都
没有攻克的难题，完成了中国
T1000 级别碳纤维干喷湿法
的技术突破，获得 2017年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陈宝生听取学校发展历史及一流学科建设情况汇报 李盈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