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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春梦想一定会在基层实现。”
近日，东北林业大学举办了两场“送别会”，

一场是为 2015届西藏定向毕业生送行，17名毕
业生将赴藏工作，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将到藏区最
基层最艰苦的地方工作。而另一场则是与 9名
2015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和19名第六届研究生支
教团成员话别，他们将奔赴新疆、西藏、内蒙古等
5个省区的 15个服务地开展志愿服务工作。

东北林业大学的“四进四信”专题课主要在
大三学生和研究生间开展，不过很多其他年级
的学生也积极旁听，其中很多临近毕业的大四
学生十分喜爱这门课。“就要离开学校走向社会
了，感觉挺迷茫的。都说我们这一代人缺少信
仰和信念，但听了课程之后，我觉得已经为自己
找到一个方向。”一位毕业生这样说。

西藏定向毕业生和志愿者们也是在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后，更加明确了自
己的方向。定向毕业生马应波说：“虽然定向生
毕业后必须去西藏工作，但‘要求必须去’和‘我
必须要去’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在学习了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后，我就坚定了信念，我必
须到基层去！”

另一名毕业生丁玉鹏表示，奔赴西藏，自己
已经做好了准备，坚定了信心。“总书记说过，中
国有梦，青春无悔，国家的进步印刻着青年的足
迹，民族的未来寄望于青春的力量。总书记勉
励当代青年珍惜韶华、奋发有为，勇做走在时代

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这些讲话深深
打动了我，也转变了我的想法：去西藏，去西藏
最艰苦的基层正是成为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最好的机会，我相信我的青春梦想一定会在基
层实现。”

如果说定向生是“必须去”，那么志愿者们
远赴西部则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东北林业大学
学生王玮琦对记者说：“当下，作为时代新生力
量代表的我们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就被家庭
赋予了无限期待，在年少时便开始担忧考试分
数和人生发展道路问题，有人认为当代青年更
注重现实利益和所谓的‘个人幸福’，正逐渐淡
忘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其实不然，我
们青年一代并非暮气沉沉，90后也不是‘垮掉
的一代’，我们能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以理想引领实现中国梦的方向，用担当夯实实
现中国梦的根基。接下来的一年，我们这些志
愿者将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们将用知识
点亮他人的生活，用信仰照亮自己的人生，在志
愿服务岗位上发光发热，有所收获。”

近年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
梦”等重要理论精神的指引下，东北林业大学毕
业生越来越多的选择到基层工作，或是去西部

欠发达省份做志愿者。截至目前，学校已派出
130名志愿者，其中包括 44名支教团成员。他
们勤勉工作、无私奉献，在不同的志愿服务岗位
上取得了自己不平凡的业绩，为西部的发展和
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黑龙江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李青认为，当前，
社会深刻变革，意识形态领域日趋复杂，教师和
学生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和多变性日益
明显，开展“四进四信”专题课会使广大师生增
强对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论认同、思
想认同和情感认同。李青说：“学生通过学习这
门课程，会让他们深切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
新变化，使他们更加热爱党，热爱伟大的祖国，
同时更加深刻认识到，只有把个人的奋斗理想
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澎湃洪流中，才能
勇立时代潮头，创造美好人生。”

对于如何把专题课开展得更接地气，富于
生机，哈尔滨金融学院党委书记邓福庆认为，要
教育青年学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的带领下，心系民族命运、心系国家发展、心系
人民福祉，还要教育青年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是我们各族人民团结和睦、共同奋斗的精神
纽带，这样的精神，寄托着民族的希望，昭示着国
家的未来，从而使学生们能够凝聚力量、激发活
力，相互激荡、相互砥砺，开拓创新、成就伟业。

丁玉鹏：去基层实现青春梦想，勇做时代前列的开拓者
“就要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了，感觉挺迷茫的。都说我们这一代人缺少信仰和信念，但听了课程之后，我觉

得已经为自己找到一个方向。”

在青春沃土中播撒“四进四信”的种子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走进我省高校（下）

□本报记者 韩雪 衣春翔

常言道：学以致信，信以致用。今年 5
月以来，我省先行试点的 15 所本科高校，
在开展“四进四信”专题教学中始终坚持

“信”是关键、“用”是根本的原则，把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深植入学
生心中，让“四进四信”的旗帜在大学校园
里飘扬，引领广大学生的学习和实践活动。

开展专题学习之后，高校莘莘学子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以及对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信赖是否内化于
心？讲话精神是否对学生身心成长“产生作
用”，并使之外化于行？

连日来，通过记者深入我省高校采访，
不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如果有人突然发病倒地，你，扶不扶？不知
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成为了一个让全社会困
惑的问题。

大学生刘岩用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
扶，毫不犹豫地扶，扶起来之后还要把病人送去
医院！

刘岩是绥化学院 2012级电子信息工程专
业的学生。期末考试临近，他正在校园操场上
跑步醒脑。可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在操场上
跑步的男孩儿突然倒地，口吐白沫、双手紧握、
全身抽搐，很快晕了过去。

操场上除了绥化学院的学生外，也有在学
校散步的普通市民，见到有人突然晕倒，却没有
人立刻上去查看。就在这个时候，刘岩冲了过
去。他身边一个“好心”的市民拉住他说，“学
生，别装英雄，要是出了事会赖上你的。”刘岩没
有接受这样的“好意”，他拨开人群跑到男孩身
边查看情况。

男孩口中有呕吐物，刘岩怕会影响呼吸，立
刻进行了清理，他还大声问：“有绥化学院的学生
吗？快来帮忙！”立刻有几个同学上来帮忙，他们

有的帮刘岩清理男孩口中的呕吐物；有的拨打
120叫救护车；有的则从晕倒的男孩身上找手
机，试图联系他的父母。

救护车来了，刘岩和同学们帮着救护人员
把男孩抬上救护车，刘岩还留下了自己的联系
方式。

当记者问刘岩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去救人
时，他说：“作为一名当代青年，我们必须要有一
种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说，青年一定要锤炼高尚品格。青年是
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
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青年一代的道德水准和精神
风貌上。”

针对学生勇于救人的举动，黑龙江科技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冬梅老师说：“专题辅导课
的最终目的是增强青年学生的‘四信’，关乎学生
成长成才的方向，是由内而外的精神追求，不论

是课堂互动还是学校开展的专项问卷调查都可
以看出，广大学生的学习效果非常好，收获非常
多。不但使学生们更加系统地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掌握讲话的立场、观
点，深刻领悟讲话的精神实质，准确掌握党的最
新理论成果和最新路线方针政策，更加激发了他
们作为当代青年人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意
识，指明了奋斗和成长成才的方向，为他们今后
的成长成才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于冬梅强
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已经成为了学生们的行为准则。在我们的问卷
调查中，有 99%的同学认为‘学习好贯彻好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于巩固马克思主
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立德树
人、激励高校师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
想而学习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回顾开设“四进四信”专题课在大学生中产
生的积极影响时，于冬梅十分欣慰：“目前开展学
习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已经对广大师生产
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相信通过专题课的继续开
展，会对大学生的成长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

刘岩：救助晕倒男孩儿，不怕被“赖上”
问卷调查中，99%的同学认为，学好讲话精神，对坚持立德树人、激励高校师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梦想而奋斗意义非凡

“习大大的话鼓励我坚持创业。”2015年，对于东北农业
大学大三学生姜天放而言，是人生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从
2014年开始，他的创业项目遭遇困难，连连受挫，最终不得不
先停业。而当他在今年 4月打算“重新开张”的时候，他用于
创业的仓库被盗，损失惨重，重启项目的时间不得不推迟。

姜天放的创业项目叫做“吃在东农”，主要是为在校大学
生送饮食水果等。起步时，还很受欢迎，可是由于社会经验不
足，再加上运营管理出现问题，创业项目走到了失败的边缘。

“我还能坚持我的创业梦想吗？我怎么才能继续坚持我
的创业梦想呢？”这样的问题让姜天放纠结不已，“放弃”二字
也不是没在他脑海中闪现过。

“对我而言，最幸运的事就是在大三这一年上了‘四进四
信’专题课。通过专题课，我听到了习大大对我们青年说的话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
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

姜天放说，就是这句话让他重新鼓足了继续创业的勇气，
也让他敢于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创业梦是很多青年的梦，它
应该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只要我找对方法去不懈地努力，就能
够实现我的‘中国梦’！”

“创业需要高度自信，长远谋划。”习总书记的这句话深深
刻在了姜天放的头脑里。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业项目中
存在的问题，重新开始学习创业者的成功经验，并不断摸索自
己的成功模式。

“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从实践起步。”在习大大这句话的
鼓舞下，姜天放重新开始创业，通过学习成功经验，姜天放这
一次找到的合作伙伴是学校“食堂”，而他主要的客户群体是
东北农业大学的学生。“国家提出互联网+战略，通过学习我
明白，基于移动互联的创业必须‘小而美’，必须要精耕细作，
而不能粗放经营。”

就这样，“吃在东农”成为了学生和食堂之间的桥梁，也成
功解除了“食品安全”和“外卖”之间的矛盾，运营当日“吃在东
农”就收到了上百个订单。如今，已经发展为拥有 47个成员，
近万名活跃客户的创业项目，还获得了学校校团委的大力支
持。

姜天放说：“虽然我的创业才刚刚起步，所取得的成绩也
微不足道。但我会继续努力，不辜负社会、学校以及老师对我
的厚爱。我会永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并以此自勉：青年
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
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格，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
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
章。”

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隽鸿飞认为，开展“四进四信”教学为加强和改进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内容、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径。“广
大教师和青年学生对理论的信仰不是一朝一夕的，有一个从
认知到认同，再到信仰的过程，尤其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主
渠道作用，久久为功、润物无声。”隽鸿飞建议：“要注重提升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实效性、持久性，必须联系实际
问题，并坚持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着眼高校改革发展的新
实践，努力解决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让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吸引和感召高校师
生，使其真正成为高校师生信仰追求的自觉行为和指路明
灯，让党的创新理论在高校中‘落地生根’，在实际工作中

‘开花结果’。”
为了解决“信”的问题，哈尔滨医科大学通过问卷调查和

个别交谈等方式，搜集、梳理出大学生中存在的对“专题”辅导
课的想法、模糊认识甚至困惑的问题。如有的学生认为“专题
课和自己的专业无关”、“大学生一定要关心政治吗”、“我们从
专题课中能有哪些收获”、“习近平思想都是关涉国家大政方
针，不知道对我们大学生的生活、就业、前途有哪些实实在在
的影响”等。对此，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黄永柏介
绍说，在理清和了解了大学生中存在的想法和问题之后，学校
认为，解决“信”的问题第一关键是讲授时必须直面大学生中
存在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
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一定能说服人。”因为找到了学理论的
基础和根据，教师讲起课来便会更有逻辑性和理论深度，因而
更加自信，学生们听起来也会感觉更有说服力。

姜天放：在创业失败边缘，
重新审视问题，摸索成功模式

习大大说，“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

“ 世 界 那 么 大 ，我 想 去 看
看。青春那么美，一定要奋斗！”
这是东北林业大学学生李香玲
上完“四进四信”课后的感慨。
听到了这句感概，该校“四进四
信”专题课教师刘经伟笑了，在
他看来，这句话是对集体备课教
师几十日来不眠不休研讨备课
的最大肯定。

时光倒转 96 年，1919 年 5 月
4 日，大批爱国学生发起了彻底
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拉开
了 中 国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的 序
幕。近 100 年来，爱国、进步、民
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一直引领着
一代代青年的成长。但社会的
发展、经济的腾飞伴随着纷繁复
杂的社会思潮、社会现象，青年
的思想引领工作在新时期呈现
出新难点、新特点。因此，每个
学校的党委、团委还有思政课教
师们都在期待着可以引领新时
代大学生精神的价值观。

而我省高校正在积极开展
的‘四进四信’专题课程，让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进教材、
进课堂、进支部、进头脑，引导和
帮助青年学生增进对党的信仰，
正是新的历史环境下，高校勇担
思想引领重担的体现。

我省一位思政课教师周苏
娅说，“无论哪个时代的青年都
有内在的精神成长需求，他们在
思考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应该怎
样看待理想和现实，怎样处理自
己和别人的关系，而这一切需要
思想、精神的引领，需要团组织
和思政教师的帮助。总书记系
列讲话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可以
解答青年人普遍的困惑，因此思
政课教师必须上好‘四进四信’
课，回答大学生的人生疑问，让
他 们 知 道 青 春 的 闪 光 点 在 哪
里！”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
比人更高的山。”这是汪国真鼓
励青年人的一句诗。我省思政
课教师们殚精竭虑的上好每一
堂“四进四信”专题课，就是为了
让青年人可以找到人生的坐标，
让青春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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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林业大学启明星志愿者社
团的志愿者们在假期为留守儿童讲
课。 图片由东北林业大学提供

贵州山区的孩子一直想上一堂电脑课，东北林业大学支教团团员帮
他们实现了“梦想”。支教团团员表示，践行“中国梦”就从完成孩子们的
小梦想开始。 图片由东北林业大学提供

东北农业大学学生来到田间进行农业实践。他们说，国家兴盛
需要创新，但创新的基础是动手实践。

图片由东北农业大学提供

黑龙江大学大学生自行车速递创业团队全家福黑龙江大学大学生自行车速递创业团队全家福。。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心杨刘心杨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