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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江 西 省 教 育 厅

赣教宣字〔2019〕7 号

关于开展向王雨、谢盛纹两位同志
学习活动的通知

各高校：

王雨，生前系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导、

院长，曾担任江西省高等院校材料联盟主席、中国特种陶瓷学

会理事、香港物理学会理事、美国材料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学

会会员等多项学术职务。因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王雨不

幸于 2018 年 9 月 9 日在办公室突发心脏病离世，年仅 50 岁。

谢盛纹，生前系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会计学院副院长、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是财政部首

期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学术类）和“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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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层次人才”。2017 年 9 月 18 日，因病医治无效，谢盛纹

不幸逝世，年仅 47 岁。

王雨、谢盛纹两位同志是新时期高等教育工作者的杰出代

表。他们的先进事迹（见附件）在全省教育系统和社会各界产

生了强烈反响。省领导多次对王雨、谢盛纹两位同志的先进事

迹作出批示。为进一步宣传他们的感人事迹，省委教育工委、

省教育厅决定在全省高校开展向王雨、谢盛纹学习活动。

一、认真学习两位同志的优秀精神品质

王雨、谢盛纹两位同志在有限的生命里担当实干，锐意进

取，把生命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最钟爱的教育事业，努力实现

了“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和“爱岗敬业、爱

校如家、爱生如子”的统一，践行了“四有”好教师标准。在

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高校教师科研报国的崇高品质、潜心治

学的可贵精神、扎实过硬的工作作风、爱生如子的师德风范、

严于律己的良好形象，集中展示了高校教师教书和育人相统一、

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和

学术规范相统一的时代风采。

各高校要开展好向王雨、谢盛纹两位同志的学习活动，与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结合起来，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即

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与学习

贯彻全国全省教育大会、全国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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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和省委、

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精神结合起来，与教育改革发展和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结合起来，

与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结合起来，

统筹安排，扎实推进，切实把向王雨、谢盛纹两位同志学习活

动引向深入。

二、做好优秀教师典型宣传工作

各高校在开展向王雨、谢盛纹两位同志学习活动中，要高

度重视优秀教师典型宣传工作，深入挖掘、宣传一批优秀教师

典型。要善于发现优秀教师典型，既要于从平凡的工作和事迹

中发现和挖掘，也要于从一些偶发事件中发现和挖掘。要弘扬

优秀教师的先进性、时代性和典型性，大力宣传优秀教师教书

育人、敬业爱岗、追求卓越、无私奉献、爱生如子的高尚师德

和大爱情怀，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模范带头作用，引导师德师

风建设更上新台阶。

要充分运用中央和省直主要媒体，江西教育电视台、江西

教育网、江西教育传媒集团等厅属媒体，以及校报校刊、微博、

微信、展板橱窗等宣传阵地，通过组织学习、讨论、座谈及征

文比赛、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抓好向王雨、谢盛纹两位同志

学习活动的宣传工作，同时大力宣传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弘

扬新时期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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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氛围。

三、切实做好关爱教师工作

各高校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满腔

热情关心教师，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

静心从教，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要围绕关心关爱教师

出新招、出实招、出硬招，采取定期走访慰问优秀教师、困难

教师，定期组织教师健康体检等有力措施多为教师办实事、做

好事、解难事，积极探索和创新关爱奖励教师的新模式、新做

法，不断增强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和荣誉感，激励广大教师争做

“四有好老师”，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省、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各高校开展向王雨、谢盛纹两位同志学习活动的落实情况，

要及时报告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联系人：陈艳伟，电话：

0791-86765065，邮箱：172990612@qq.com。

附件：1.王雨同志先进事迹

2.谢盛纹同志先进事迹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江西省教育厅

2019 年 3 月 8 日

mailto:109433380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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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王雨教授先进事迹

王雨，生前系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导、

院长，曾担任江西省高等院校材料联盟主席、中国特种陶瓷学

会理事、香港物理学会理事、美国材料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学

会会员等多项学术职务。因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王雨不

幸于 2018 年 9 月 9 日在办公室突发心脏病离世，年仅 50 岁。

牺牲当天上午，他还在办公室加班修改部省合建南昌大学材料

学科建设方案。王雨离世后，《江西日报》在 2019 年 1 月 2 日，

以《热风吹雨洒江天》为题整版报道王雨教授的感人事迹。人

民网、中国日报网等媒体也以视频及文字形式报道王雨教授先

进事迹。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李龙士院士和周济院士分

别评价他为“学界楷模”和“一代英才”。

在社会公众耳中，王雨是学有专攻、卓有建树的学者。在

清华大学材料系取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后，1998年至2001

年，他先后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材料系和马里兰大学材料与

核能系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师从多位杰出科学家。2001 年 4 月

起，他在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物理系工作，历任研究员、助理教

授等，并于 2012 年 9 月获聘终身教职。他立足香江潜心于材料

科学研究，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担任了香港物理学会理事、

美国材料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国特种陶瓷学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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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等多项学术职务，先后在《自然通讯》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发表 SCI 论文 300 余篇，还曾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等重要奖

誉。

在领导同事眼中，王雨是至诚报国，无私奉献的典范。他

对国家高等教育走向强盛始终怀有坚定信念，并以之为己任，

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2001 年，他学成后毅然离

开美国，投身祖国教育事业。2014 年，他又放弃香港安逸富足

的终身职位举家来到南昌大学，以校为家、分秒必争，全身心

投入到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把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在了

材料学科建设发展上。他把学校给他个人的科研经费，投入到

学院公用科研平台建设上，支持学院把平台做大；他经常熬夜

整理撰写学院发展、学科建设的上万字材料，但却没有时间填

写半页纸的个人荣誉材料；为推进部省合建工作，他每天早上 6

点多到办公室，经常到晚上 10 点多同事们走了他还没走；为了

加班加点工作，他连吃快餐的时间都要算计，时常吃个面包就

打发了。他用“生命不止，冲锋不息”自勉，大力推进改革创

新，敢为人先忘我工作。2014 年，他担任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教授、博导、院长后，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

实现了快速发展。2015 年，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通过了国际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志着材料专业学生培养质量实现了与国际

接轨，进入了全球工程教育“第一方阵”；2016 年，材料科学学

科正式进入 ESI 世界排名前 1%，站上了国际舞台；2017 年，南

昌大学新材料技术学科群成为江西省唯一的国家“双一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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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世界一流学科；2018 年 3 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成为部省

合建南昌大学两大学科之一。

在青年学者口中，王雨是立德树人、爱生如子的楷模。“生

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不信邪的年轻人，请跟我

来，去找找那科研的诗和远方。”深夜“冒泡”，王雨常常在材

料学科微信交流群里，给新引进的人才和青年博士们大段大段

地灌“心灵鸡汤”。他就像个邻家大哥，关心关照每一位新加入

学院的年轻人，无论是引进的青年博士、学院的年轻老师，还

是他所带的学生，王雨总是结合每个人的专业特长、兴趣方向、

性格特点，给他们的未来研究进行规划，引领着大家去寻找科

研领域新的坐标。为了给新引进人才腾出位置，他带头把自己

的办公室隔成了两间，他选择了靠里的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

一装修完，他就赶着搬进去，同事劝他到别的办公室过度下，

被他拒绝了。他说,“那间新办公室是留给引进人才的，不能用

旧了，给人才的一定要是最好的。”为了学院青年教师申报国家

重大人才项目，临时买不到卧铺票的他，坐了一夜的火车硬座

赶到北京。第二天还来不及分享喜悦，他搭着晚上的火车又回

到了南昌。学校国家青年千人计划项目入选者周杨波说：“把别

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这样的人太少了，士为知己者死，

我当时就告诉自己一定要留在南昌大学，做出一番成绩来。”王

雨用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启发感染着每一位青年人才和学生，

一些优秀青年博士受王雨精神感召加入南昌大学，继承王雨院

长遗愿，深深扎根这片土地。



—— 8 ——

在家人孩子心中，王雨是事业为先、精神至上的榜样。他

一心扑在事业上，公安查看他手机后，感慨的说，“从来没有见

过这么正能量的领导，手机里信息全是关于工作的”。他总是把

物质生活的要求放得很低很低，同样款式的西裤，可以一口气

买 6 条，简单绞下边，就轮换着穿；他可以坐个小马扎，把家

里不到 50 公分高的床头柜当成书桌，一忙就是一整夜；家人几

次催促他买房子，他总说“等忙完这阵”，可直到他离世，他也

没空去看房子。他把妻子给他设计的那个穿白色 T 恤、蓝色牛

仔裤、戴着眼镜的卡通形象作为社交媒体的头像，作为汇报工

作 PPT 的装饰，一直跟随着自己；他会给正在读初三的女儿写

信，用文字传授学习方法、舒缓压力……他言传身教、深爱家

人，虽不曾为自己为家庭积聚钱财、置办产业，但他以一生书

写绘就的道德文章、仁者情怀却是留存给家人后辈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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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谢盛纹教授先进事迹

谢盛纹，江西瑞金人，生前系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曾任会计学院副院长、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7 年 9 月 18 日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年仅 47 岁。谢盛

纹是财政部首期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学术类）和“江西省百千

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才”。他生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长

期致力于审计证据理论、审计与公司治理等研究，在教学、科

研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获评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年度“科研

十强”，荣登 2017 年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有影响力学者排

行榜。2017 年 10 月 31 日，《中国教育报》以“他把教书育人视

为最大责任”为题，深入报道了谢盛纹老师先进事迹。时任省

委书记鹿心社、时任省委副书记姚增科、时任副省长李利等省

领导分别对谢盛纹老师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深度挖掘

谢盛纹老师忠诚敬业奉献育才的感人事迹，讲好江西的“最美

故事”。

扎根红土地，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谢盛纹毕生扎根红土地，

情系党的教育事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1992 年 6 月，他从赣

南师范学院毕业，放弃沿海地区的工作机会，回到老家瑞金，

在瑞金职业技术学校任教。1996 年，他考取江西财经大学会计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99 年硕士毕业填写表格时，在“本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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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意愿”一栏，他干净利索地写下了“教书育人”4 个字，决定

在三尺讲台上书写人生华章。硕士毕业后，谢盛纹进入华南师

范大学工作。2002 年 9 月至 2005 年 6 月，他在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完成了博士学业，重返梦想起飞之地——江西财经大学会计

学院工作。他把“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作为前进动力，化为实

际行动，并且厚积薄发，将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深深扎根于

红土地，把自己的生命点滴融入到这片红土地中，从此不离不

弃，不再分离，开始花开江财，香飘全国。

潜心治学，争做“四有”好老师。2005 年博士毕业回到江

西财经大学工作后，谢盛纹成功入选财政部“首期全国会计领

军人才（学术类）”，协助张蕊教授成功申请了“审计学”国家

级本科精品课程和国家级教学团队，先后晋升为硕士生导师、

教授，入选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2012 年以来的 5 年时间

里在学校年度考核中三度获评“优秀”等次。2006 年起担任会

计学院分管科研与研究生工作副院长、受聘为博士生导师。2005

年起，他每年平均在核心、权威期刊发表 5 至 6 篇学术论文、

出版 1 至 2 部学术专著（译著），为不同层次学生讲授 3 至 4 门

专业课程，走上了自己的学术巅峰，迅速成为享誉全国的学界

青年才俊。他以办公室为家，夜以继日地在此处理日常行政事

务、给研究生授课和完成科研工作。他的办公室——会计学院

办公区 409 房间，每当夜幕降临，这里总是灯火通明，寒暑无

间，这里的灯光经常是每天最后关闭的。“409 的灯光”，是对谢

盛纹老师爱岗敬业、潜心治学优秀品质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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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哺感恩、不忘初心，勇攀科研高峰。在一篇题为“一路

曲折但无悔的会计教研之路”的征文里，谢盛纹写道，自己取

得的点滴进步，离不开前辈、长辈的提携与关爱，离不开和同

辈的交流，从他们身上吸取营养。他始终心怀感恩。因为感恩，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以无需提醒的自觉与追求卓

越的行动，回报组织的关心和领导、同事们的厚爱，数年如一

日地反哺母校和社会。为做好会议的会务工作，他吃住在会议

驻地，通宵达旦加班加点，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刮目相

看。他把科研融入生命，始终把它作为奉献社会、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创新支持的一份沉甸甸的学人责任。

他 2010 年晋升为教授，2012 年在学校例行体检时被诊断为患有

肺癌。经过积极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于是又开始快马加鞭，

继续开展高质量的科研工作。就在病逝前一年，他还获评学校

“科研十强”。目标专一，久久为功。据不完全统计，2005—2016

年，谢盛纹以第一作者在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等发表论文 53 篇。

扎实的科研工作，奠定了这位青年才俊在会计学界的学术领军

地位，使之迅速跻身于财政部全国首期会计领军人才之列，身

兼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理事、中国审计学会审计教育分

会副秘书长。

为人师表、倾心教学，把教书育人视为最大责任。在谢盛

纹老师心中，教书育人才是自己最大的学术责任，是奉献社会、

反哺感恩社会的最好体现。围绕育人尽责，他的讲台常常在动

态变换中——从大教室、办公室，到家里、病房和野外。在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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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肺癌以前，他在大教室给本科生讲课，在办公室与门人弟子

论学，给会计学院学子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2012 年开

始，因为担心不确定因素，他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教书育

人工作中又有创新。卧病在家，家就成了门人求学的课堂；病

重住院， 病房成了弟子问道的场所；身体状况稍好些，他就会

组织学生近郊登高，野外又成了他辅导学生学习的广阔天地。

2012 年以后，谢盛纹进入患病修养期。于是，他把患病修养变

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传道、授业和解惑。2016 年，他的病情进一

步恶化，却依然完成了注会专业“审计学”课程的教学任务，

在《审计研究》《当代财经》《证券市场导报》《会计论坛》等专

业权威与 CSSCI 期刊发表论文 6 篇，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项。在填写《2016 年度考核登记表》时，尽管他正以

时不我待的努力与时间赛跑，而身体状况已经力不从心，却依

然表达了“我将发扬优点，克服不足，争取在新的一年里取得

更大的成绩”的新年新愿望。

抄送：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

江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年3月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