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23日下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来到我校，为
驻邕高校 1500名大学生做题为《音乐·艺
术·人生》的精彩讲座。他用语言、音乐、
图像和篆刻生动地把大学生们引入了一
个情趣盎然的音乐世界，使大学生们感受
到了音乐艺术的神奇魅力。

在开场白中，李岚清说，1997年曾经
批准原广西大学与广西农业大学合并组
建新的广西大学，今天到广西大学来，看
到了新的变化、新的面貌，心里感到格外
高兴和欣慰。他还轻松而幽默地介绍了
自己退休后以健身、健脑、读书、写书为
内容的愉快生活。

在 3个小时的讲座中，李岚清以他渊
博的知识、深厚的音乐素养和睿智的语言
通俗易懂地介绍了欧洲经典音乐和音乐
家、我国近现代音乐和音乐家的故事：地
质学家李四光创作了我国第一首小提琴
曲、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爱拉小提琴、
“航天之父”钱学森对于艺术与科学关系
的思考、钢琴曲激发了爱因斯坦对于广义
相对论的灵感……这些中外科学家的
音乐故事说明了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
艺术有助于开拓科学家的创新思维。他
以爱尔兰利默里克大学设立音乐中心
为例向人们说明，需要对大学生，尤其
是理工科大学生加强人文艺术方面的
培养。李岚清还向大家介绍了莫扎特、
贝多芬、约翰·施特劳斯、德沃夏克、李
叔同、马思聪等音乐名家的经典作品，
现场播放《行路难》、《教我如何不想
他》等经典乐章的片断。他引用爱因斯
坦的话：“世界是由音乐的音符组成
的，也是由数学公式组成的。音符加数

学公式，就是真正
完整的世界。”表
达他对人生的感
悟。

他认为，音乐
给人以直击心灵
的力量，让我们的
生活更有情趣、思
维更有创意、工作
更有效率、领导更
有艺术、人生更加
丰厚。他列举了香

港汇丰银行的总经理经常招聘学音乐的
人才，总经理的经验是学音乐的人几年之
后更富有创意；4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是学音乐出身的……并讲述了自己通过
音乐增进与法国、俄罗斯、爱尔兰、挪威、
波兰等国领导人友谊的生动事例。

李岚清说，他不反对流行音乐。因为
流行音乐节奏快，宣泄性、娱乐性强，语言
相对浅显，表现手法相对简单，符合现代
青少年的口味，其中优秀者也能很好地表
达严肃的主题，例如《你是这样的人》、
《少年壮志不言愁》、《爱的奉献》等等都
是他所喜欢的。但大学生不能只欣赏通俗
音乐，还应具备欣赏经典音乐的能力和修
养，“《老鼠爱大米》之类的通俗音乐文
化内涵不够，只能是一种零食、一种快餐，
老吃零食和快餐是不行的，会影响人的身
体健康的；还是要吃主食，这主食就是经
典音乐。”

李岚清退休后迷上了篆刻，被人戏称
为“为外国音乐家篆印第一人”。他为莫
扎特刻了 “乐仙”、为贝多芬刻了“乐

圣”、为约翰·施特劳斯刻了“圆舞曲之
王”等印章。其中的“乐仙”、“莫扎特”
两枚印章，“乐”字被刻成一个乐谱架子
的形状，“仙”字被刻成了五线谱，“莫扎
特”三个字由音符和琴键构成，构思之精
巧，令人拍案叫绝。他还专门为邓小平刻
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和“科教
后勤部部长邓小平”两枚印章。他说，小
平同志一生中担任过党和国家的很多重
要领导职务，都有党和国家“授印”为证。
而我刻的这两方印，一是党和人民对他的
尊称，另一则是他“自封”的。改革开放初
期，百废待兴，科技和教育事业相当落后，
小平同志自愿为科教事业奔走，甘当“科
技教育事业的后勤部部长”。李岚清风趣
地提起，当年在国务院工作时，朱镕基和
他都经常说，既然小平同志当了“部长”，
我们就要做好“后勤处处长”，以小平同
志为榜样，为科教事业服务。

讲座过程中，我校大学生合唱团演唱
了《送别》、《蓓蕾之歌》等歌曲。李岚清
向我校赠送了 《李岚清教育访谈录》、
《李岚清音乐笔谈》等书籍，并为同学们
签名留念。我校向李岚清赠送了由我校古
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林仲湘教授等合编的
《古今图书集成》电子版索引数据库。

最后，李岚清与全场大学生共同高歌
《歌唱祖国》，会场气氛达到高潮。自治区
党委书记曹伯纯，副书记李纪恒，自治区
党委常委、秘书长车荣福，自治区政府副
主席吴恒、李岚清夫人章素贞、自治区各
有关厅局及我校党政领导等一同聆听了
讲座。校党委书记余瑾主持讲座并致答谢
辞。 （司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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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3日上午，全区教育系统先进性教育活动整改工作
暨主题实践活动经验交流会在我校君武馆报告厅召开，全区高
校党委书记、各市教育局党组书记、驻邕部分中专、中学、小学
的党组织负责人 120多人参加了会议。自治区先进性教育活动
办公室副主任、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志鹏出席会议并作
了讲话。全区高校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组长、自治区高校
工委书记、教育厅厅长余益中主持会议。

会上，我校党委书记余瑾作了题为《实施三大工程，培育
“四有”新人，以先进性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典型
发言，从如何实施“灵魂、修身、成才”三大工程，深入开展大学
生理想信念、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教育介绍了我校开展大学生
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经验。广西医科大学、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师
范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桂林市财贸管理干
部中等专业学校、南宁市第三中等职业学校、百色市右江区逸
夫小学等 8 所学校的代表也介绍了本单位开展整改工作和主
题实践活动的情况。

全区高校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成员、自治区高校工委
副书记、教育厅副厅长潘晔就全区教育系统如何切实解决突出

问题，确保先进性教育活动
取得实效作了发言。

自治区先进性教育活
动办公室副主任、自治区党
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志鹏对
全区教育系统先进性教育
活动给予充分肯定。他说，
第二批先进性教育活动开
展以来，全区教育系统各级
党组织领导坚强有力、分类
指导扎实到位、阶段工作重
点突出、主题活动各具特
色、舆论宣传氛围浓厚、立
言立改初见成效。他希望各
单位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借
鉴，扎实推进整改提高阶段
各项工作，确保先进性教育
活动取得实效。李志鹏还就
如何扎实抓好教育系统第
二批先进性教育活动提出
意见：一是要深化思想认
识，在增强自觉性上下功
夫；二是要加强分类指导，
在增强针对性上下功夫；三
是要坚持上下联动，在增强
实效性上下功夫；四是切实解决存在的突出
问题，确保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实践成果；五
是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先进性教育活动
取得制度成果。

自治区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
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覃芳平，自治区
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自治区党委
组织部部务委员梁海萍，自治区先进性教育
活动办公室指导二组组长、团区委副书记全
桂寿，自治区先进性教育活动第七督导组组
长奉江,自治区第八督组组长全其昌等参加了
会议。

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我校先进性教育
活动宣传板报、雨无声网站和校园网主页先
进性教育专栏。 （李伟红）

自治区教育厅最近公布了 48
个“广西高校重点学科”和 38个
“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我校分别
有 16 个学科与 15 个实验室成为
“广西高校重点学科”与“广西高
校重点实验室”，入选数量居全区
高校之首。

获“广西高校重点学科”的 16
个学科分别是：生物技术与亚热带
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稀土有色合
金加工工程、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结构工程与红水河流域水利资源开
发、甘蔗糖业工程、作物与林木繁
育、化学工艺与环境工程、机械工
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
预防兽医学、矿物加工工程、工商管
理学、法学、科学技术哲学、基础数
学。获“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的
15 个实验室分别是：分子生物工程
实验室、结构建材实验室、相图相结
构与性能实验室、糖业工程中心实

验室、动物繁殖与动物生物技术实
验室、现代设计与先进制造实验室、
植物遗传育种实验室、作物栽培与
耕作实验室、电力系统过电压及仿
真实验室、并行分布式计算技术实
验室、化学工艺与环境工程实验室、
应用化学技术与资源开发实验室、
林业科学与工程实验室、食品与发
酵工程实验室、经济与管理实验室。

近年来，我校通过实施“211 工
程”，加强重点学科建设，并依托重
点学科培养和引进人才，建设人才
小高地，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和教学水平；通过学科学位点和重
点实验室对本科教学的支撑，通过
学科研究方向，研究特色对本科教
学的辐射，全面提升本科教学的水
平；通过学科的科学研究成果，推进
教学内容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形
成学科建设提升教学水平的良好局
面。 （新中）

一场旨在贯彻落实以德治
校、以德育人方针，进一步弘扬
我校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无私奉献高尚师德的报告会于
10 月 14 日下午在君武馆报告
厅举行，校党委副书记李继兵
主持报告会。

会上，陈保善、乌尼日、梁
弘毅、谭运阳、简金宝 5 位长期

奋斗在教育教学和科研第一线
的杰出教师代表做了精彩的发
言 （部分发言内容见三、四
版），他们从不同角度分别介绍
了各自教书育人的体会和经
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诠释了
新时期师德的深厚内涵。校党
委余瑾书记在讲话中高度赞扬
了 5 位老师生动感人的优秀事

迹，充分肯定了以
他们为代表的我校
广大教师在师德建
设方面所取得的成
绩。她强调，作为人

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不仅要
教好书，还要育好人，各个方面
都要为人师表；教师素质重在
师德，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首先
要加强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
她要求青年教师以优秀教师为
榜样，学习他们无私奉献、爱岗
敬业的高尚品德，进一步增强
全员育人意识。 （王承就）

感悟音乐魅力 提升艺

李岚清与驻邕高校学子畅谈音乐、艺术、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