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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先生曾经说：“阅读是吸收，好像每天吃饭，吸收营养一
样，阅读就是吸收精神上的营养。写作是表达，把脑子里的东西拿出

来，让大家知道……阅读和写作就是吸收和表达的关系，吸收越充

分，表达就越贴切、详尽。”
写作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日常生活中，我们写下自己的所见

所闻、所思所想；工作中，我们写申请、写报告。作为从事科研工作
的高校教师，我想表达的是：“无论作为教师还是学生，写作都是我们
终生学习的必修课！”

我们需要写作。作为教师，在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时，需要写教案、

教材、教研论文、科研论文、结题报告、基金申请书、专利、演讲稿……作

为学生，作业、毕业论文、学术论文、申请书、简历……哪个也逃不掉。

所以，写作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每到毕业季，总有一些人会站出来支持“取消本科生毕业论文”，甚

至有人还说，应该取消研究生发表论文才能毕业的要求。更有人打出
“不唯论文”的旗帜，提出“论文无用论”，试图让我们的学生在本应该学
习写作的年龄趾高气昂地“打倒论文、打倒写作”。细思极恐呀！

易卜生说：“写作是坐下来判断自己。”试想，如果我们不经常停
下来判断自己，那么如何确定前进的方向？

我们需要持续改进写作的能力。持“取消本科生毕业论文或取消
研究生发表论文”观点的人，普遍认为，学生的写作能力太差了，不写也
罢。因为不会写而干脆不再要求写，这不是因噎废食的做法吗？这是在
向学生传达“做不好就不用做了”的消极暗示，贻害无穷。

写作是艰难的，对于我们这些普通学生和教师而言是这样，对那些
享誉世界、光照古今的大科学家来说，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达尔文就
曾感叹：“对自然科学家而言，如果只观察不写作，那该多好。”

无论多么艰难，用写作来表达和阐释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是我们必
须完成的任务。面对困难，我们能做的是，在不断尝试中总结提高。在

这过程中，不仅要勤于钻研，而且还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在不断磨砺中取得进步。
“ （写作） 熟才能生巧。写过一遍，尽管不像样子，也会带来不少好处。不断地

写作才会逐渐摸到文艺创作的底。废纸篓是我的密友，常往它里面扔废稿，一定会有
成功的那一天。”诚哉斯言，废纸篓见
证了我们的努力和汗水，也必将见证我
们的成功。

（作者为北京建筑大学教授）

这是一副令人震撼的绚丽图景：上方，浩瀚
宇宙中，长城、天坛等中华文化符号与嫦娥四
号、高分卫星、长征火箭、天宫空间实验室等元
素交相辉映；中部，远古的星盘闪耀着神秘的光
芒，嫦娥身着华彩霓裳在祥云间飞舞，她伸出手
来似乎是要去触碰被托举的小航天员向上伸展的
一只手臂；下方，一个驼队在沙漠中行进……

今年4月24日是第四个中国航天日，上面的

画作就是今年航天日的宣传海报，它从近660幅
征集作品中脱颖而出。评审专家认为，该作品不
仅彰显了中国航天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而且完
美诠释了今年中国航天日确定的“逐梦航天 合作
共赢”的主题。尤其是那沙漠中行进的驼影，艺
术地呈现了古“丝绸之路”，寓意中国与世界各国
携手合作，共同发展航天事业、探索宇宙奥秘的
实际行动和美好愿景。

中国航天日刷屏国际“朋友圈”
本报记者 张保淑

350多项活动彰显国际化

像往年一样，围绕今年中国航天日
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除了 24日
在湖南长沙举行主场活动外，还举办科
学讲堂、航天展览等350余项活动。一大
批航天展馆、航天设施、实验室、车间
等，集中向社会公众和大中小学生开
放；一批包括院士在内的航天科技专家
走进大中小学，为青少年进行科普宣
讲。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开放”“加强
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今年中国航天日庆
祝活动一大鲜明特色。

4 月 24 日至 27 日，联合国外空司与
中国国家航天局共同在长沙主办“中国/
联合国航天助力可持续发展大会”。本次
大会旨在通过促进各国航天技术的发
展，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
现。首次将各国航天发展需求与航天解
决方案进行对接，从而更好地梳理航天
技术及应用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为联合国外空司正在制定的空间 2030 议
程提供支撑。大会邀请了 40 余个国家、
10 余个国际组织百余名外宾参会。大会
同期，中国国家航天局联合欧空局召开
中欧对地观测研讨会，联合俄罗斯国家
航天集团公司召开中俄月球观测研讨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航天
日特邀法国作为主宾国，法国国家空间
研究中心参会参展，这将进一步促进中
法两国业已深入的航天合作。近年来，
中法航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2018 年
10 月，中法海洋卫星发射任务圆满成
功，两国元首互致贺电，把中法航天合
作推向新的高潮。今年3月，在两国元首
见证下，中国国家航天局与法国国家空
间研究中心签署了关于航天后续合作意
向书，明确了双方后续合作的具体方向
和实现方式。

航天旗舰项目搭台邀约世界

4 月 18 日，中国航天日系列庆祝活

动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开幕活动的第一
场国际化十足。当日，国家航天局分别
向荷兰、德国和瑞典移交了嫦娥四号国
际载荷获取的科学数据。对此，中国科
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表示，
在中国月球探测中，这应该是第一次如
此深度的国际合作。获得的科技探测成
果中有很多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有
的则出乎我们的意料，带来惊喜。这些
成果可能会孕育重大科学发现。

2018年 12月发射的嫦娥四号是名副
其实的国际科研“战队”，在搭载的科学
载荷中，有4台是国际载荷。它们是德国
基尔大学携手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
中心完成的“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探测
仪”，瑞典中性原子探测仪、荷兰低射频电
探测仪和沙特月球小型光学成像探测仪，
由中国探月工程总体单位探月与航天工
程中心按照技术指标先进性、科学目标创
新性、任务功能适用性、工程可实现性等
基本原则，面向全球征集而来，集中体
现了各国在相关领域的技术优势。

在交接嫦娥四号国际载荷科学数据
的同时，中国国家航天局向全球发布了
新的合作邀约，而构建合作平台的航天
项目就是鼎鼎大名的嫦娥六号。根据计
划，嫦娥六号任务将于 2020 年左右实
施，实现月面自动采样返回，其轨道器
和着陆器将分别提供 10千克质量用于搭
载载荷。此外，中国小行星探测任务也
面向全球征集 66.3 千克科学载荷。国家
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裴照
宇表示，提前将这些合作的机遇向全世
界进行发布，体现了中国开展国际合作
的诚意，让国内的研制单位和国外的研
究单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年度重点项目丰硕成果可期

在 2019 中国航天日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赵坚透露
了 2019 年中国将重点实施的航天计划。

他说：“今年我们有发射高分七号、北斗
导航、中巴地球资源 04A 星等重大工程
任务。”熟悉这些工程任务背景的人都知
道，这些无一不彰显出中国航天的对外
开放性，凸显携手各国同行，造福全球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高分七号作为中国高分辨率对地观
测系统重大专项的重要成员，是光学立体
测绘卫星，将在高分辨率立体测绘图像数
据获取、高分辨率立体测图、城乡建设高
精度卫星遥感和遥感统计调查等领域取
得突破。它的发射将有助于将高分专项
继续打造成中国航天国际交流与合作的
靓丽新名片，为推进“一带一路”空间信息
走廊建设、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多任务小卫
星星座建设等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4 月 20 日 22 时 41 分，又一颗北斗三
号卫星成功发射并进入预定轨道，这是继

2018 年底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基本系统空
间星座部署任务圆满完成，北斗导航服务
从区域迈向全球之后，该系统建设迈出的
重要一步。可以预期，随着更多卫星发射
组网，中国北斗在全球范围内的服务精度
将提高到新的水平，为各国用户提供更丰
富、更准确的导航数据信息。

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合作项目被誉为
高科技领域“南南合作”的典范。在和平
探索和利用外太空的进程中，中国和巴西
以1988年签署的《关于核准研制地球资源
卫星的议定书》为契机，30多年来，联合研
制了一系列中巴地球资源卫星，相关数据
广泛应用于两国农业、林业、水利、国土资
源和防灾减灾等领域。今天，在共同建设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巴航天力量合作空
前紧密，而计划于今年发射的中巴地球资
源04A星就是新时期的标志项目之一。

本报电 （记者张保淑） 近日，教育部
公布了 2018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
案和审批结果，共增设专业点 2072 个 （备
案专业点 1831个，审批专业点 241个），撤
销部分不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特色的专业
点416个。

新增专业点中，工学占比达 44.35%，增
设最多的3门专业依次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机器人工程及智能科学与技术。此
外，本次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
点40个，备案、审批和调整的专业点，将列入
相关高校2019年本科招生计划。

据了解，本次专业审批主要遵循以下
几个原则。

坚持需求导向。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放在优先位置，确保专业发展的“小
逻辑”服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一
是面向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支持高校
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节能环
保等相关专业。增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 196个、机器人工程 101个、智能制造工
程 50个、人工智能 35个、新能源材料与器
件 15 个。二是面向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
支持高校设置相关急需专业。增设学前教
育27个、健康服务与管理25个、助产学25
个、小学教育 21 个、康复治疗学 8 个、儿
科学7个。三是面向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支
持高校设置国际化人才培养相关专业。增
设汉语国际教育 14 个，新设国际组织与全
球治理、国际新闻与传播、塔玛齐格特

语、爪哇语、旁遮普语等目录外新专业。
坚持标准导向。2018 年初，教育部发

布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
家标准》（以下简称 《国标》），作为高校
专业设置、专业建设和专业认证的依据和
参考。《国标》 涵盖全部 92 个本科专业类，
明确了各个专业类的培养目标、培养规
格、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教学条件、质
量保障等基本要求。在此次本科专业设置
评议中，教育部征询了900余位高等学校教
学指导委员会专家意见，将 《国标》 作为
评判申报专业是否达标的重要依据。如申
请增设临床医学类专业的高校，必须有至
少一所三级甲等直属附属医院，否则不予
通过。

坚持特色导向。引导高校加强专业规
划，根据各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合理增
设专业。避免高校专业设置工作的盲目
性，避免部分高校片面追求“大而全”，热
衷于设置投入少、容易开办的专业。在此
次专业设置评议中，对总体布点较多、就
业率较低的专业实行严格控制，避免同一
区域大量重复设置“过热”专业。同时，
支持高校特色办学，如部分体育类院校新
设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智能体育工程、
体育旅游等专业，农林类院校新设家具设
计与工程、马业科学、中兽医学、经济林
等专业。

教育部要求，各地各高校加强新设专
业建设，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合

理控制招生规模，调整优化人才培养结
构；以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为依
据，不断提升专业内涵，突出专业特色，
加强专业认证，切实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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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工程是高校新增的专业点之一。
百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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