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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清华大学重要讲话精神 

专题学习 
 

 

 

在清华大学建校 11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清华大学考察。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清华大学全体师

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致以节日的祝贺，向全国广大青年学生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敢于担当，

善于作为，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广大青年要肩负历

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

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

绽放绚丽之花。 

 

 

本期专题学习内容如下： 

【考察概况】 

【重要讲话】 

【媒体解读】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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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概况】 

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

标方向 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在清华大学建校 11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4月 19日上午，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清华大学考察。习近平代表党中央，

向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致以节日的祝贺，向全国广大青年学生致

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我国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

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我们要建设的

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敢于

担当，善于作为，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广大青年要

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

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

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上午 9时 30分许，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校长邱勇陪同下，首先来到美术学院，参观美术学院校

庆特别展。习近平详细了解重大主题和国家形象设计作品创作、展示等情况介绍，

仔细观看展品。习近平指出，美术、艺术、科学、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

得益彰。要发挥美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更多美术元素、艺术

元素应用到城乡规划建设中，增强城乡审美韵味、文化品位，把美术成果更好服

务于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要增强文化自信，以美为媒，加强国际文化交

流。 

清华大学成像与智能技术实验室成立于 2001年，主要开展计算摄像、脑科

学与人工智能国际前沿交叉科学等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的研究。习近平来到这

里，结合展板、电子屏幕察看实验室开展计算光学、脑科学与人工智能交叉科学

实验研究和开发新科技应用场景情况，听取实验室理论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

化应用等情况介绍。习近平指出，中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大师来的。我们要有这

个自信，开拓视野、兼收并蓄，扎扎实实把中国教育办好。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往

往萌发于深厚的基础研究，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大学在这两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要保持对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鼓励自由探索，敢于质疑现有理论，勇于开拓新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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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主楼二层，展示了学校近年来重点教学科研成果。习近平听取了关

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助力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提高人文社会学

科教育研究水平等情况介绍，对清华大学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习近平指出，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充分发挥科研优势，增强学科设置的针

对性，加强基础研究，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并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提出新观点、

构建新理论，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 

在主楼二层大厅，习近平看望部分老教授、中青年骨干教师代表并同他们亲

切交谈。习近平感谢在教学科研岗位上默默耕耘、辛勤奉献、作出突出贡献的老

师们，向老教授们表示敬意，勉励中青年教师继续在教书育人和科研创新上不断

有新进步。他强调，清华大学秉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深化改革、加快

创新，各项事业欣欣向荣，科研创新成果与国家发展需要丝丝相扣，展现了清华

人的勇毅和担当。面向未来，清华大学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服务

国家作为最高追求，把学科建设作为发展根基，把深化改革作为强大动力，把加

强党的建设作为坚强保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位于校园西北部的西体育馆，是清华早期四大建筑之一。在馆内篮球场，校

篮球运动员正在进行训练。习近平走进体育馆，同他们亲切交谈，并在体育荣誉

室察看历史照片、实物展览，了解体育馆保护利用、学校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开

展体育教育等情况。习近平表示，重视体育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传统，希望同学们

发扬好清华大学的优良学风和体育传统，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

国建设的栋梁之才。 

11 时 20分许，习近平来到清华大学西体育馆后馆，出席师生代表座谈会。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校长邱勇、土木系教师聂建国、公管学院教师梅赐琪、

工物系应届博士毕业生孙启明、人文学院二年级本科生李润凤分别发言。习近平

认真听取他们的发言，现场气氛轻松、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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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清华大学重要讲话要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清华大学诞生于国家和民

族危难之际，成长于国家和民族奋进之中，发展于国家和民族振兴之时。110 年

来，清华大学深深扎根中国大地，培育了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光荣传统，形成

了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教书育人特色，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培养了大批可

堪大任的杰出英才。这是一代代清华人拼搏奋斗、勇攀高峰、争创一流的结果。 

习近平强调，清华大学的发展历程，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走过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极不平凡历程，办

学规模、培养质量、服务能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

等教育与祖国共进、与时代同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有一流大学群体的有力支撑，

一流大学群体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水平和质量。一流大学建设

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抓住历史机遇，紧扣时代脉搏，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

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习近平强调，追求一流是一个永无止境、不断超越的过程，要明确方向、

突出重点。要培养一流人才方阵。建设一流大学，关键是要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

力这个重点，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要构建一流大学体系。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各部分具有

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

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瞄准科技前沿和关

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要提

升原始创新能力。一流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要完

善以健康学术生态为基础、以有效学术治理为保障、以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

一流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创新体系，勇于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产

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要坚持开放合作。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主动

搭建中外教育文化友好交往的合作平台，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人类共同福

祉。 

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

盛世，肩负重任。广大青年要爱国爱民，从党史学习中激发信仰、获得启发、汲

取力量，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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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祖国为人民永久奋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要锤炼品德，自觉树立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

根铸魂、启智润心，加强道德修养，明辨是非曲直，增强自我定力，矢志追求更

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要勇于创新，深刻理解把握时代潮流和国

家需要，敢为人先、敢于突破，以聪明才智贡献国家，以开拓进取服务社会。要

实学实干，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在攀登知识高峰中追求

卓越，在肩负时代重任时行胜于言，在真刀真枪的实干中成就一番事业。 

习近平强调，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没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就很

难培养出高水平的创新人才，也很难产生高水平的创新成果。大学教师对学生承

担着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塑造正确人生观的职责。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

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要研究真问题，着眼

世界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善于学习新知识、新技术、

新理论。要坚定信念，始终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

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媒体解读】 

“学长”习近平考察清华：心怀“国之大者”，建设一流大学 

来源：央视新闻 

2019 年 4 月 2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被授予清华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

上说，“清华大学是举世闻名的大学，也是习近平主席的母校，培养了很多优秀

人才。”两年后，又是芳菲四月，清华学子迎来了他们的“学长”习近平。这位

从清华园走出来的最高领导人，为母校 110周年校庆送上祝福，也为高等教育发

展勾画蓝图。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清华园里有渊源 

去年疫情正炽之时，习近平总书记曾赴清华大学医学院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

研攻关工作，并在这里主持召开座谈会。一年之后，春和景明。清华大学这所诞

生于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的学府迎来了建校 110周年。再到清华，总书记看什么、

说什么，清华师生满怀期待。 

清华以理工见长，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清华也有着中西融汇、古

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风格。五年前，习近平在致清华大学建校 105周年贺信

中称之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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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上午，习近平首先来到美术学院，参观这里的校庆特别展。 

清华美院的前身，是 1956年 11 月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作为新中国第

一所设计艺术类高等学府，学院坚持“工艺美术”与“设计艺术”并重，开创了

一条“为民族而设计”的文脉传承道路。 

由林徽因、梁思成、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人共同设计、集体完成的国徽，

就是为国家形象赋予刚健、庄重内涵的经典作品之一。 

清华美院诞生的作品，构成了中国工艺美术的经典“长廊”。从建国初期陈

若菊、周令钊等合作设计的三大勋章，到近年来何洁等参与的国家勋章设计；从

1949年张仃参与开国大典美术设计，到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设计“红飘带”、彩

车及礼宾车，清华美院的作品涵盖国家庆典、国际盛会、日用设计等各个领域，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这次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考察时，总书记指出，要把美术成果更好服务于人

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 

体魄与人格并重 发扬清华好传统 

美和体，不分家。清华大学自建校起就有重视体育的优良传统。1957 年，

蒋南翔校长提出“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奋斗目标。进入新世纪，

清华学子又提出“无体育、不清华”的时代口号。 

这次考察清华，总书记专门来到西体育馆，看望正在训练中的校篮球运动员，

在体育荣誉室察看历史照片、实物展览。 

正如清华大学 110周年校庆主题“自强成就卓越，创新塑造未来”，清华人

用“体魄与人格并重”的光荣传统，诠释何为自强不息。 

去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

要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这次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总书记希

望同学们发扬好清华大学的优良学风和体育传统。 

自主创新：担当主力军 做好策源地 

一流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19 日上午，在清

华大学主楼，习近平先后考察了成像与智能技术实验室和重点教学科研成果展

示。 

在成像与智能技术实验室，总书记听取了实验室理论研究、技术攻关、成果

转化应用等情况介绍。戴琼海院士当天负责为总书记讲解。 

戴院士的主要学术方向是成像与智能技术、脑与认知科学。他告诉《时政新

闻眼》，成像与智能技术实验室主要开展计算摄像、脑科学与人工智能国际前沿

交叉科学等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的研究。 

去年 9 月 11 日，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提出，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积极

设置基础研究、交叉学科相关学科专业。这次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总书记道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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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原委：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往往萌发于深厚的基础研究，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

大学在这两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他强调，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 

在清华大学主楼二层，总书记察看学校近年来重点教学科研成果，听取了关

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助力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等情况介绍。在主

楼二层大厅，习近平还看望了部分老教授、中青年骨干教师代表，并同他们亲切

交谈。 

扎根中国大地 建设一流大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赴高校调研时，多次出席师生代表座谈会，

叮嘱大学生“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要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这次在清华大学，总书记出席师生代表座谈会，与师生们亲切交流。 

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重点谈到“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一

流大学”“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一命题。 

6 年前，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改领导小组第 15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十

四五”规划纲要，“双一流”建设始终受到关注。 

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一流大学？2014 年 5 月，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曾指

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这次在清华大学考察，总书记

鲜明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 

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总书记指出，追求一流是一个永无止境、不断超越

的过程，要明确方向、突出重点。他强调，建设一流大学，关键是要不断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除了培养一流人才方阵，总书记还提出，要构建一流大学体系、提

升原始创新能力、坚持开放合作。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在总书记心中有着很重很重的分量。曾在清华

园里度过人生重要阶段的他，对教育问题尤其是高等教育问题，有着深沉的思考，

有着坚定的自信。 

面对曾经无比熟稔的校园，面对青春洋溢的面庞，总书记说，“中国教育是

能够培养出大师来的”“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广大青年要立大志、明大德、成

大才、担大任”……只有心怀“国之大者”，才能担当民族复兴重任。 

 

第一观察 | 总书记考察清华，透露哪些教育“风向标”？ 

来源：新华社 

美育、创新、体育……这几个关键词，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

教书育人的重托，对莘莘学子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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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大学即将迎来建校 110周年校庆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19日来到清华

大学考察，先后视察美术学院、成像与智能技术实验室、重点教学科研成果展示、

西体育馆，并同师生代表座谈。 

清华大学的发展历程，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在这个关键时

期，跟随总书记的考察脚步，可以更好地理解全面育人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现代化

的根本任务。 

——重视美育，走进美术学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是总书记此行的第一站。清华美院前身是 1956 年成立的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中国第一所高等艺术设计院校。 

对于美育工作、美术教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 

“以大爱之心育莘莘学子，以大美之艺绘传世之作”，2018 年，习近平总

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们回信中，深情寄语、殷切希望；同年 9月，在全国

教育大会上再次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此次清华之行，首先来到美术学院，再次凸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美育的高度重视。 

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能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激发创造活力。

从细处讲，美育可以引导青少年发现美、理解美、追求美，让美的精神融入日常

生活；从大处说，美育关乎青少年人格的养成、灵魂的塑造，关乎人民群众坚定

文化自信。 

“美术、艺术、科学、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增强文化

自信，以美为媒，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把美的教育和传续作为民族发展的重要

基石，正是总书记的初衷。 

——聚焦创新，考察成像与智能技术实验室和重点教学科研成果展示 

“成像与智能技术实验室”和“重点教学科研成果展示”，从这两个名称，

就透露出浓浓的“科技味儿”。 

勇于创新创造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殷殷期望。总书记强调，青年是

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 

面对中国科技大学、南昌大学国家硅基 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室的青年

学子，总书记留下过“祝大家创新愉快”等真挚寄语。 

创新，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也是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中，进一步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高校肩负着神圣的使命。 

正如总书记在此次考察中强调，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往往萌发于深厚的基础研

究，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大学在这两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要保持对基础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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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投入，鼓励自由探索，敢于质疑现有理论，勇于开拓新的方向。 

——关注体育，走进西体育馆 

西体育馆是清华早期四大建筑之一。“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熏陶

了一代代清华学子，“无体育、不清华”的体育传统深深根植于清华的教学理念

中。 

体育，像一颗“种子”，跟随人的成长开枝散叶，成为每段美好人生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对于青少年来说，热爱体育的种子，更是伴随他们一生的礼物，

是开创未来的基石。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为了培养国家未来的栋梁，习近平总书

记十分关注青少年健身运动的普及发展，鼓励青少年积极投身体育锻炼。 

在陕西考察调研时谈到青少年体质，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在全

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在主持召

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要让孩子们跑起来”…… 

面对体育馆内一张张朝气蓬勃的笑脸，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大家“坚持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 

在总书记心中，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备素质。 

——立德树人，与师生代表座谈 

每年五四青年节前后，不管有多忙，习近平总书记要将时间留给广大青年。 

今年也不例外。 

清华大学建校 110周年即将来临，再过十几天就是五四青年节，总书记在考

察中向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致以节日的祝贺，向全国广大青年学

生致以诚挚的问候。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我国开启了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

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对于教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三要”：要成为大先生；要研究真问题；要

坚定信念。 

对于青年，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

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他寄语青年十六个字——爱国爱民、锤炼

品德、勇于创新、实学实干。 

殷殷嘱托、切切勉励，发人深思，催人奋进。 

 

 

更多详情请点击“焦点网” 

“焦点网”网址：jd.sjt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