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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追梦———电视政论片 《百年潮·中国梦》 解说词（第一集）

【解说】
2012年11月29日。 这是一个普通的

日子， 北京风和日丽， 长安街车水马
龙， 天安门广场游人如织……

上午１０点， 中巴车缓缓驶入巍峨矗
立的国家博物馆， 历史在这一刻将带给
我们怎样的憧憬与期待呢？

国家博物馆庄严厚重， 展厅四壁的
浮雕从四大发明到北京奥运， 沉沦与抗
争交织， 奋斗与崛起辉映， 鲜活地再现
了泱泱华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刚刚闭幕半个月。 此刻， 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张
德江、 俞正声、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
丽等， 正流连于大型展览 《复兴之路》
展板前， 凝神静思， 探幽涉远， 犹如在
穿行一条长长的历史隧道： 从鸦片战争
到甲午海战到戊戌变法， 从孙中山领导
辛亥革命摧毁封建帝制到毛泽东带领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建中华人民共和
国，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一代又一
代共产党人披荆斩棘攻坚克难， 开辟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路高
蹈宏略波澜壮阔， 回响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铿锵脚步声。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踏上
新征程的重要时刻， 在国家博物馆这一
极具象征意义的地方， 在中华民族的历
史文化殿堂， 习近平向全世界庄严昭告
了中国梦———

【同期声】 习近平
我以为，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
梦。 因为这个梦想， 它是凝聚和寄托了
几代中国人的夙愿， 它体现了中华民族
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它是每一个中
华儿女的一种共同期盼。

我坚信，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够
实现； 我坚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
百周年之时， 把我国建成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
标一定会实现； 我更坚信， 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解说】
这是党的十八大之后， 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们别开生面的集体亮相、 深谋
远虑的集体发声———无疑， 这是一次历
史承诺， 更是一次政治宣示。

一个伟大的历史性事件， 也许就在
看似寻常之中开始悄悄地萌动了……

【采访】 《求是》 杂志社社长李捷
中国梦提出来以后， 无论是国内还

是在世界上， 都产生了非常好的反响，
那么大家也就自然会问， 这个梦是从哪
里来， 又向哪里去？ 这是大家非常关注
的一个问题。

【解说】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鲜明宣
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反
映了近现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美
好夙愿， 进一步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
命运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路径， 指明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 坚定
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 对于团
结动员全体人民开辟现代化事业新境
界，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采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孙业礼

中国梦核心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 它的基本内涵就是实现国家富
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 中国梦是国
家的， 民族的， 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要理解中国梦， 首先要理解它提出的背
景， 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概念呢？

【解说】
中国梦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

一百年” 奋斗目标是紧密相连的： 到
２０２０年，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的时
候，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到本世纪中叶，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一百年的时候， 全面建成富
强、 民主、 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 为实现这样伟大的目标和任
务， 需要一个核心概念来阐述它， 也需
要有一面精神旗帜来激励人民的斗志，
激发社会正能量； 而中国梦的提出， 既
生动形象又富有感召力， 中国梦昭示的
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血气、 一种骨气、 一
种志气！

中国梦一经提出， 立即在社会各界
引起广泛共鸣， 从报纸荧屏到街头巷
尾， 从ＱＱ群到微博， 中国梦成为激荡
神州大地、 承载亿万海内外儿女梦想和
重托的热门词汇。

中国梦引发“世界回响”———成为许
多国家政要、学者和媒体谈论的焦点。

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说： 中国
梦不是政治口号， 它勾画出了一个完全
可以实现的愿景， 很值得非洲学习。

美国未来学家、 《中国大趋势》 作
者约翰·奈斯比特指出： 强大的中国领
导层， 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众多党员，
正利用千载难逢的机会按照自己的想法
打造中国梦。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政治
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亚力山大·拉林说，
中国梦准确地阐释了当今人类的理想与
追求， 具有普遍性。

德国汉学家、 民族学家南因果博士
认为： 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民众， 都
对中国梦充满期待。 中国梦是属于世界
的， 也是由亿万个普通中国人的个人梦
想汇集而成的。

美国《新闻周刊》载文称，中国梦会
产生深远影响，将“重振中国光辉史”。

英国 《金融时报》 则刊文称： 中国
的梦想， 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 也关乎
世界的命运。

【采访】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韩
庆祥

中国梦不是做世界霸主的梦， 而是
和世界其他的国家共同繁荣、 共同发
展、 和平相处的梦， 这样的梦也不是去
索取社会资源的梦， 而是中国为世界做
出更大贡献的梦， 这是第一个维度， 宏
观的， 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第二个维度
是中观的， 主要是在国家、 民族和人民
之间关系当中来讲， 这个内涵就是三句
话： “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
福。” 第三个是 （从） 微观的维度来讲
中国梦的内涵， 就是总书记讲的， 让每
个人人生出彩之梦， 是每个人和祖国一
起成长的梦。

【解说】
人类历史曾经创造灿烂辉煌的文明

形态， 苏美尔文明、 古埃及文明、 古巴
比伦文明、 古印度文明、 华夏文明和古
希腊文明。 史籍记载， 埃及、 西亚、 希
腊、 印度、 中国曾经是世界古代文明的
五大中心区域。 伟大的中华文明五千多
年一脉相承、 生生不息……从伏羲明道
到精卫填海， 从女娲补天到大禹治水；

从始皇一统到汉唐盛世， 从富庶大宋到
繁华明代；从冶铁铸剑到火药发明，从造
纸技术到活字印刷， 从指南针的运用到
郑和七下西洋……勤劳智慧的华夏子孙
向世界奉献的文明成果， 以及物华天宝
的“天朝上国”，让世人钦慕、 万国敬仰。

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 无疑是中国人
心中永远的痛。 西方列强一巴掌把大清
帝国打落“谷底”， 从此国门洞开， 风
雨交加……

１８７２年， 李鸿章在 《复议制造轮船
未可裁撤折》 中哀叹曰： “臣窃惟欧洲
诸国， 百十年来， 由印度而南洋， 由南
洋而中国， 闯入边界腹地， 凡前史所未
载， 亘古所未通， 无不款关而求互市。”

落后就会挨打。 帝国主义列强蜂拥
而至， 灾难深重的中国内忧外患， 无约
不损， 无战不败， 神州陆沉， 山河破
碎， 中华民族到了危如累卵、 大厦将倾
的时刻。

戊戌变法先驱康有为， 曾在 《三月
十七日保国会上演讲辞》 中痛心疾首：
“吾中国四万万人， 无贵无贱， 当今日
在覆屋之下、 漏舟之中、 薪火之上， 如
笼中之鸟、 釜底之鱼、 牢中之囚， 为奴
隶， 为牛马， 为犬羊， 听人驱使， 听人
宰割， 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一心中国梦， 万古下泉诗。”
北京长安街， 取盛唐之意， 东设建

国门， 西置复兴门， 谓之长治久安也！
何谓“复兴”？ 唯有自身文明曾经繁荣
昌盛过的民族， 才有资格提出复兴的目
标； 唯有承受过艰难困苦而始终不曾放
弃梦想的民族， 才有力量提出复兴的目
标； 唯有真正伟大的民族才不会在苦难
中沉沦， 反而会从苦难中奋起。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
园。”

在沉沉的暗夜里， 在厚厚的冻土
下， 一粒梦的种子也在深深地植根、 悄
悄地萌发， 这就是民族复兴之中国梦。

一个半多世纪以来， 多少志士仁人
舍生取义， 无数英雄豪杰奋起抗争， 古
老中华民族踏上了一条充满悲壮、 充满
艰辛而又浩气长存的复兴之路。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
派认识到只有革命才是中国的出路，
于是发动武昌起义， 将腐朽的清王朝
掀翻在地， 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
制度， 建立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上第一个
资产阶级共和政府， 实现了２０世纪中国
的一次历史性巨变。 然而， 胜利果实很
快被封建余孽和野心家窃取了， 中国
继续深陷在战乱与贫困之中……帝国
主义列强的侵略， 打破了中国人学习
西方的梦想。

在民族危难的历史关头， 中国共产
党破茧而出， 在华夏大地掀起了一场前
无古人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 从大革命失败后的南昌暴动、
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到古田会议创立建
党建军路线； 从开辟井冈山第一块农村
革命根据地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横空出
世； 从历经九难十八险的万里长征到高
擎起抗日救亡的大旗； 从九一八民族蒙
难到赢得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
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从西柏坡最后一
个农村指挥所指挥波澜壮阔的解放战
争， 到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
旗……在长达２８年金戈铁马的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战争中， 无论其历史规模与
社会内涵， 都为这个积贫积弱的东方民
族注入了勃勃生机。

历史生动地证明， 从韶山冲走出来
的毛泽东， 成为领导这场艰苦卓绝革命
的最杰出的民族英雄和人民领袖！

【同期声】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
成立了！

【解说】
新中国的成立， 开启了中华民族历

史的新纪元。 从此， 一个不再被人欺辱
的民族， 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 人民共
同富裕， 而开始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
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采访】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张树军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
开放前的历史， 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
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 这就是
“两个不能否定”。 这个重要的观点， 对
于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
时期， 乃至正确认识整个党的历史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解说】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 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开幕。

【同期声】 邓小平
我主要讲一个问题， 就是解放思

想、 开动脑筋、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
前看。

【解说】
与此同时， 远在安徽凤阳小岗生产

队一座破旧的土屋里， 衣衫褴褛的１８户
农民在一张皱巴巴的草纸上， 共同摁下
了鲜红鲜红的“分田到户” 的手印———
历史的门扉被骤然叩响： 中国最高层的
政治家与最基层的农民们， 共同翻开了
风起云涌的社会大变革的新篇章！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 高
瞻远瞩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 的战略思想。

【同期声】 邓小平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必须从中国实

际出发。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
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
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解说】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

中央领导集体， 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科学回答了“什么
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的重
大课题。

【采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陈晋

我们之所以把三中全会作为开辟中
国道路的标志， 一个核心的体现就是因
为这个全会明确地、 果断地停止使用以
前的一个著名口号， 叫“以阶级斗争为
纲”， 明确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 而且实行改革开放的
政策”， 确立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路线，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这
个基本路线一确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就有了魂。

【解说】
深圳莲花山顶， 七峰如莲， 松柏苍

翠， 绿荫匝地。
邓小平全身塑像高高耸立。 他老人

家目光炯炯， 脚步匆匆……似乎又一次
巡视在珠江三角洲这片热土上。

回首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６年， 邓小平曾两
度荣登美国 《时代》 周刊年度“风云人
物” 榜， 标题赫然写着： “邓小平， 中

国新时代的形象。” 《时代》 周刊驻北
京分社社长里查德·霍尔尼克曾充满敬
意地说， 邓小平“给世界带来了震撼”，
“他所做的事情， 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
领导人能够望其项背”。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４日， 江泽民专程前来
为邓小平塑像揭幕。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２日， 胡锦涛深情瞻仰
了这位世纪伟人。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８日， 习近平向耸立在
莲花山顶的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 致以
崇高敬意。

这是后继者对先驱者满怀敬仰的追
思， 同时又是后继者对先驱者的庄严承
诺。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在新时期实现了第一次伟大觉醒， 精
辟分析和把握天下大势， 洞察“和平与
发展” 是当今时代之主题， 从而找准了
我国社会的历史方位， 科学回答了社会
主义的根本任务，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崭新道路。

江泽民郑重提出“三个代表” 重要
思想： “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
护， 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 建设、 改革
的各个历史时期， 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着中国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的提出， 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
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 创造性地
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的
时代课题。

胡锦涛明确指出： “科学发展观总
结了２０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成功经验， 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
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揭示了经济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反映了我们党对
发展问题的新认识。” 这一精辟阐述对
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怎样发展
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新的科学回答。

历史这样书写： 毛泽东思想、 邓小
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
发展观———是一脉相承、 与时俱进的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引领一穷二白的中
国走上了艰苦奋斗、 变革图强的现代化
征途。

改革再出发， 改革再扬帆。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９日—１２日， 中国共产

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
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表明改革范围之广、
力度之大， 都将是空前的， 必将强有力
地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
革， 毫无疑问是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
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

【采访】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忠杰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
会， 每一次三中全会基本上都是以改革
开放为主题。 事实证明， 改革开放是决
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在新
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
新的伟大革命。

【解说】
我们有底气自豪地宣告： 当世界上

占１/５人口的中国在现代化大道上疾行，
当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当中国整个东部海岸线上那条“地理
级” 生产线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提供商
品， 打造了２０世纪末叶、 ２１世纪初最耀
眼的工业神话， 当中国人用短短３５年的
时间， 全方位地推进市场化、 工业化、
城市化以及国际化进程———我们就这样
几乎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１００年、 ２００年
乃至３００年所走过的历史！

改革开放３５年来， 中国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国防实力以及综合国力大幅
跃升，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近１０％，
从 １９７８年的 ３６４５亿元增长到 ２０１３年的
５６．９万亿元， 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６６４４美元， 城镇
化率达到５３．７％，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超过了２０％。

毫无疑问， 在当今世界经济面临不
稳定、 不确定因素突出的背景下， 中国
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之一。

【同期声】 习近平
现在比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 我们现在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信心、 都有能力
实现这个目标。

【解说】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 曾

在他的名著 《大外交》 一书中开宗明义
地指出： 世界每隔百年就会出现一个新
的全球大国。

百年坎坷复兴路， 世纪沧桑强国梦。
有哲人指出， 一个国家处于上升期

的标志之一， 是这个国家开始拥有她的
“造梦” 能力， 她的国民也开始自信地谈
论自己的梦想。

【采访１】 公司职员 杨济宁
有梦想的人才会走得更远， 才会走

得更踏实。

【采访２】 软件工程师 郑大伟
工作收入更高一点， 家庭更稳定一

点。

【采访３】 私营业主 唐和平
我俩的梦想就是让孩子上大学。

【采访４】 中国南极考察队冰川学家 李
院生

我的梦想就是在南极冰盖最高点，
打一只穿透冰盖的深冰芯， 取得超过百
万年的古老冰芯， 重建百万年以来的气
候变化的高精度的气候变化记录， 这意
味着我们能再 （把世界） 气候记录再往
前推１０万—２０万年。

【采访５】 “海巡０１” 船长 姜龙
真正把海洋大国变成一个海洋强国，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解说】
今日之中国， 其行进也迅疾， 其承

载也浩大， 但距离两个一百年目标、 民
族复兴梦想， 依然面对着“行百里者半
九十” 的严峻考验。 改革涉入深水区，
发展面临攻坚战，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道路上， 我们敢于迎接前所未有的
挑战， 敢于面对世所罕见的困难。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
海。”

没有梦想的民族是可悲的， 对美好
梦想没有坚定不移、 矢志不渝精神的民
族同样没有前途。 自强不息、 坚韧不拔
是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基因。 回望历史，
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 中华民族奋起抗
争； 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百废待兴，
中国人民奋发图强； 面对现代化征程中
的困难与挑战， 中华儿女怀揣中国梦，
一路高歌前行。

梦想的太阳， 不再像一个半世纪前
那样遥远， 甚至也不像一甲子前可望而
不可即， 它已经在东方地平线上喷薄而
出， 万道朝霞正光耀在我们的眼前……

转自新华网

（上接第一版）

家庭教育应是严而有情的教育
家庭教育对于父母们来说就是一

门艺术， 不仅要有成效， 还得讲究方
法、 手段。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
中， 父母总是习惯于对孩子严格要
求。 但是， 很多网友对这种“狼爸虎
妈” 式的教育表达了不同意见。 网友

“@田艳” 说， 自己有着与苏晓梅类
似的经历， 从小在爸爸的高压之下长
大， 最后也只考了个三本。 但是， 当
她在大学里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后， 反
而努力学习， 后来考上了一所名校的
研究生。

对于家庭教育的方式、 方法， 中
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认为，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要掌握有度， 为孩
子树立目标要实事求是， 不能盲目求
大求快， 要根据孩子的兴趣和实际能
力实施适当的家庭教育。

网友“@玉蝴蝶” 是一名教师，
他的儿子本可以就读市里最好的高
中， 但是因为儿子喜欢计算机， 最后
他决定让孩子读职高， 因为那里有水
平较高的计算机老师， 还有充分的时
间学英语和玩电脑。 放弃可以上大学
的普通高中而选择可以帮助孩子更好
地实现自己志向的职业高中， 这也许

就是家庭教育也要因材施教、 严而有
情的最佳表现。

所以， 严不是单纯的越严越好，
更不是简单粗暴， 成了广大读者网友
的共识。 一些家长认为“真正爱孩子
就应该严格要求， 不能让其放纵自
流”， 这本无可厚非， 但应掌握好分
寸。 严也要有理智和原则， 要对孩子
严而有情， 考虑他们的承受能力， 合
理合情地、 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出下
一阶段努力目标， 让一个一个的小目
标成为引导他们前进的阶梯。

家庭教育应是爱而不溺的教育
网友“@叶子” 说： “如今家长

缺乏的是正确表达爱的方式， 爱是需
要学习的， 否则爱就会成为伤害孩子
的利器。” 确实， 爱是家庭教育最基
本的原则和要求。 但是， 应该如何正
确地去爱孩子？ 什么样的爱才是真正
的爱？ 这也是本栏目要为读者和网友
努力解答的一个主要问题。

家长要在家庭教育中给孩子足够
的爱， 但爱同样也要有理智和原则，
爱泛滥了就会成为祸害孩子健康成长
的洪水， 容易造成孩子任性、 自私、
依赖性强、 无法与人正常相处等问
题， 到头来反而毁了孩子。 因此， 专
家们一致建议， 正确的爱应该是爱而

不溺， 就是要培养孩子的独立性， 要做
到爱而不包、 爱而不庇、 爱而不矫， 赋
予其独立思考、 独立选择、 独立生活的
能力与智慧。

在对苏以彬父女的案例讨论中， 天
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关颖认
为， 这是“亲子一体化” 的典型案例，
是父母把孩子当作自己的一部分而不是
独立的人。 卖米粉的北大硕士张天一的
母亲胡波表示， 导致父母和孩子之间发
生“教育战争” 的根源通常源于两个
词： 爱和期望。 她进而认为， 学会放手
是一种智慧 ， 父母不要去做孩子的

“手”、 “脚”， 更不是孩子的“脑子”，
而仅仅做孩子独立意识的一个“保护
者”。

此外， 还有很多读者网友提出， 家
庭教育不仅是孩子的教育， 同样也是对
家长的再教育， 需要家长们学会以身作
则。 正如读者常亚歌以自己的育儿经验
告诉我们的： “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对我们行为习惯再规范的时候， 有
时候甚至是一种人格升华的契机。 他们
的倾听， 我们的讲述， 大家都卷入一次
学习教育之中。” 因此， 全社会都要充
分重视家庭教育， 普及正确的教育理
念、 教育方法， 为人父母者更应该为孩
子的快乐、 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氛
围。

（上接第一版）
初到北川， 余震不断， 泥石流爆

发。 冷智远和当地干部一起， 冒着风
雨， 疏散群众。 有一次差点被泥石流冲
走 。 谈起在北川的经历， 他却说 ：
“我最该感谢北川， 是北川让我重新认
识了自己。 我最大的收获， 是知道自
己到底有多少本事， 学会从小事做起，
把每件小事做好。” 如今他已是绵阳市
公安局的一名工作人员， 他把他的未
来全部交给了四川。

2012年的志愿者黑宏伟， 名字听
起来很像男孩， 其实是一个瘦弱的女
孩， 她服务的地方是新疆木垒， 任务是
做基层宣传。 第一次写新闻稿， 她的稿
子被改得“体无完肤”。 她开始重新审
视自己手中的笔杆， 开始观看往期节
目， 琢磨内容细节和要点。 就这样， 她
在压力和挑战中， 很快成了独当一面的
“女汉子”。

和两年前瘦弱的样子比起来， 现
在的黑宏伟身体更加结实， 笑容也愈
发灿烂。 “这体形是这两年在木垒养
出来的， 当地人都非常热情好客， 经
常把我拉到他们家中做客， 请我吃各
种当地美食。”

毕泗景是学校最早的志愿者之一，
他2003年去宁夏支教， 十多年来一直
在当地中学教师的岗位上勤奋耕耘， 并
且取得骄人的成绩。 谈到自己的收获，
他说： “我在拼搏中得到锻炼和成长，
这是金钱无法买到的财富。”

“我们是志愿者， 谈不上高尚， 但
我们很开心， 很幸福， 我们做了自己喜
欢、 祖国需要的事情。” 这是在聊大荣
誉室看到的最令记者感动的一句话。

“让繁森精神继续感动中国”
聊城大学坐落在山东西部的聊城

市， 这里民风淳厚， 人性善良， 曾涌现
出两次援藏、 魂断雪域的“领导干部的
楷模” 孔繁森和支教贵州、 感动中国的
“当代青年学子的榜样” 徐本禹等先进
人物典型。

多年以来， 聊城大学坚持组织大学
毕业生到孔繁森纪念馆参观学习， 邀请
徐本禹等英模人物来校作报告， 引导学
生把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结合起来， 立
志到西部去， 到基层去， 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学校还成立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工作领导小组， 设立项目管理办公

室， 探索形成了“宣传发动、 招募选
拔、 教育培训、 跟踪调查、 就业服务”
具有聊大特色的工作模式， 推进了西部
计划工作的科学化、 规范化。

每年5月， 聊城大学校园里特别热
闹。 “优秀志愿者事迹报告会”、 “梦
想在西部放飞” 专场文艺演出、 《向阳
花开》 西部计划主题舞台剧、 “东湖之
约” 西部志愿者访谈等系列宣传活动，
唤起了大学生们对西部的向往。

对西部志愿者， 学校不仅扶上马还
要送一程。 学校每年都要派出团队赴新
疆、 青海、 四川等地开展走访慰问和工
作调研活动， 及时了解志愿者思想、 学
习、 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帮助志
愿者解决实际困难。 2012年12月， 聊
城大学志愿者西部建功立业研究会正式
成立， 这是全国高校第一家西部计划工
作研究机构。

配合国家西部计划， 聊城大学连续
6年开展“大学生赴基层 （农村、 社区）
挂职锻炼” 活动， 有1000余名优秀大
学生党员、 学生干部赴基层当村官、 挂
职电影信息员、 远程教育员、 农业科技
员、 社区助理等， 为西部建设发展贡献
力量。

志愿服务西部的“聊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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