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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中，大学生志愿救治大熊猫、带课题上“行走课堂”、当家乡景区推广大使———

享受接地气的社会实践

■本报记者 冯丽 周洪松 曹曦
通讯员 唐勇 王运敏

刚放寒假， 不少大学生就开始了
筹划已久的旅游、 同学聚会、 走亲访
友等， 也有不少大学生打算假期
“宅” 在家里。

记者走访发现， 面对今年的超长
假期， 选择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最
多， 他们有的做社会调查， 有的回到
家乡当起了“形象大使”， 有的做起
了志愿者， 有的带着课题走进“行走
课堂” ……这些实践， 让漫长寒冷的
假期变得温暖而有意义。

志愿保护疫病大熊猫
今年寒假， 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在读研究生蔡月淇来说， 是一种别样
的人生体验。 在学校组织下，15名志
愿者组成“保护大熊猫志愿者服务
队”，分赴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
养研究中心下属基地，对17只隔离大
熊猫进行为期40天至50天的全天候

饲养、 监护和辅助治疗等救助工作。
2014年12月以来， 陕西省大熊

猫犬瘟热疫情暴发， 引起社会高度关
注。 应陕西省林业厅和省珍稀野生动
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请求， 西北农林
科大充分发挥学科和人才优势， 派出
动物医学院教授陈德坤等3名专家和
5名志愿者， 开展疫情诊断、 治疗和
追踪服务等技术支持工作。

截至目前， 专家和首批志愿者们
已驻守了90多个日夜。 随着疫情加
剧， 学校启动第二批志愿者选拔工
作， 从报名的近百名本科生和研究生
中遴选出15名志愿者， 正式组建
“保护大熊猫志愿者服务队”。

根据安排， 寒假期间， 这些具有
动物医学专业学科背景和实践实习经
历的志愿者， 将在陕西省珍稀野生动
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下属的楼观台、
牛背梁等基地， 与17只大熊猫一同
被隔离， 全天候负责大熊猫的饲养、
监护和辅助治疗等工作。

首批志愿者、 硕士研究生龚才伟

深有感触地说： “保护大熊猫志愿服
务工作， 让我深深懂得了爱岗敬业和
担当坚持的含义。”

“保护疫病大熊猫， 我们责无旁
贷。 这是高等院校履行社会服务职
能的应有担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校长孙其信说， 学校以此作为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第二
课堂的重要契机， 积极开展宣传教
育活动。

带着课题上“行走课堂”
2月2日， 河北师大寒假第一周，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2014级学生刘
聪聪带着“农民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
化的看法和期待” 的课题， 返回农村
老家调研。

今年寒假， 河北师大的600多名
学生像刘聪聪这样带着调研课题， 从

“真知课堂” 步入“行走课堂”， 开启
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体验、 认同与
实践之旅。

本期“行走课堂” 采取学生自愿

选题、 自愿结组， 利用寒假在家乡当
地做社会调查方式进行， 开学第一周
向指导教师提交“有新的情况反映、
有独立见解或所提对策可操作性较强”
的实践报告或论文。 对于加入“行走
课堂” 的学生， 其实践经历将纳入综
合测评体系， 可以申报校团委“大学
生科技创新项目” 立项资助， 高水平
的调研报告和论文将辑印成册公开发
行。

“过一种有信仰的生活， 不在书本
中， 而在社会实践中。” 河北师大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部主任赵小兰说，
“‘行走课堂’ 旨在引导学生在实际生
活中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谛，
在亲身参与中提高分析问题、 解决问
题的能力。”

“行走课堂” 推出首批选题后，
49名任课教师踊跃报名认领指导任
务， 主动联系选题学生， 纷纷建立课
题组QQ群， 学生返乡后指导教师将
在线全程指导。

（下转第三版）

1 � 1月31日， 阜阳师范学院大四学生应艳在超市做收银员， 为下学期挣生活费。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2 � 2月5日， 吉林大学江苏籍返乡大学生和江苏大学志愿者在镇江社区指导空巢老人泡制冬季养生茶。 石玉成 摄
3 � 2月5日， 在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楼观台基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专业学生曾望原照料

自己负责的大熊猫。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新春走基层

开栏的话

目前， 大多
数大中小学生已
经迎来了寒假，
今年春节时间较
晚， 但学校教学
计划相对固定，
因此不少学校的
假期堪称“史上
最长”。 面对“史
上最长寒假”，学
生该怎么过？ 近
日， 本报派出多
路记者， 对学生
的寒假生活进行
了探访。 从今天
开始， 本报推出
“新春走基层·关
注寒假学生去哪
儿”栏目，敬请关
注。

教育部通报华中科技大学
万青云公车私用问题

本报讯 （记者 赵秀红） 教育部党组坚决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采取有力措施， 持之以恒
纠正“四风”， 以零容忍的态度， 坚决查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 近日， 华中科技大学查处
了该校科学技术发展院副院长兼基地建设与成果管
理处处长、 学校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负责人万青云公
车私用问题， 教育部对查处情况予以通报。

通报称， 2003年底，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技术
转移中心配备一台公务用车。 2004年至2013年底，
万青云负责该车辆的管理和使用。 在该车辆使用过
程中， 万青云存在公车私用问题， 违反了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和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
干准则》， 华中科技大学纪委给予万青云党内警告
处分。

教育部强调， 各级教育部门、 各级各类学校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中吸取深刻教训， 引以为戒。 要
进一步强化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 将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 坚持
不懈正风肃纪。 各级教育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
好监督责任， 严格监督执纪问责， 对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的问题， 依据党纪政纪快查严处、 公开曝
光。 广大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要以身作则， 严于律
己， 以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 使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真正内化于
心、 外化于行。●值班主编：易鑫 ●值班编辑：余闯 ●设计：李坚真 ●校对：邹大洪 ●新闻线索征集邮箱：xinwen@edumail.com.cn ●纠错邮箱：jiaoyujiucuo@126.com ●发行热线：010-82296886 ●广告热线：010-8229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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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5日讯
（记者 焦新） 今天， 教
育部召开学习贯彻《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
见》 精神、 增强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实效性
座谈会。 教育部党组副书
记、 副部长杜玉波主持座
谈会并讲话， 强调要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
于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
的决策部署上来， 不断巩
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
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培
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北京、 天津、 河北教
育部门和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南开大
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负
责人， 北京大学、 清华大
学、 北京科技大学、 大连
海事大学等部分高校职能
部门负责人和专家代表就
学习贯彻 《意见》 精神，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做了交流。 大
家一致认为， 《意见》 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
局的高度， 对加强高校意
识形态工作的又一重要战
略部署， 是新形势下增强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针对
性实效性的根本遵循。 高
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
阵地， 一些错误思潮和观
点对学生思想行为的负面
影响需要高度关注和警
惕。 大家一致表示， 教育
部党组贯彻落实 《意见》
精神， 就唱响主旋律、 守
好主阵地、 打赢主战场、
建强主力军做出全面部
署， 就加强高校教材建设
和课堂讲坛管理提出明确要求， 抓住了高校意识形
态工作的重点和关键。 各地各高校要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 坚决守住政治底线、 法律底线、 道德底
线， 一手抓综合改革， 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 积极
创新方式方法， 着力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
化水平。

杜玉波强调， 要深刻认识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
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坚持党性原则， 强
化责任担当，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一是要
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任
务。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体现
在学生成长成才各方面， 引导青年学生不断增强道
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把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满腔热情转化为刻苦学习、 努力工
作、 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二是要把培育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 强基固本的基础工
程。 在贯穿结合融入上下功夫，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内容和要求体现到教育教学、 社会实践、 文
化育人等各环节。 在落细落小落实上求实效， 教育
引导学生从细处着眼、 从点滴做起， 不以恶小而为
之， 不以善小而不为。 加强高校教材和课堂讲坛等
阵地管理， 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观点的影响， 引导
学生明辨理论是非， 澄清模糊认识， 不断增强“三
个自信”。 （下转第三版）

关注寒假学生去哪儿

讲清讲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专访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教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吴潜涛

■本报记者 宋伟涛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
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强调
指出， 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 加
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是一项
战略工程、 固本工程、 铸魂工程，
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 事关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 事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 如何在高校
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如何用主流价值观占领
课堂主阵地？ 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课堂上讲清、 讲透？ 近
日， 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了清华大
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教授、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吴
潜涛。

从更全面、 更宽广的视
角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记者： 2014年10月， 中央下发

《意见》， 提出要在青年中间积极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
们应该如何理解积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

吴潜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本质上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一个主要部分， 是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概括和凝练。 从国
家的发展和需要来讲， 它是与整个
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密切联合
在一起的。 现在思考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意义， 就应当从更全面、
更宽广的视角去理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整
体部署， 以及这些年来我们对中国
梦认识的不断深化是密不可分的。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实
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四
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些论述是
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 标志着党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应站在党和国
家战略高度，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进行新的概括和思考。 只有这
样， 才能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国家发展中的灵魂地位。

记者： 我们应该如何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吴潜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需要有一个长效机
制， 形成一种制度保障， 使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能够常
态化， 保持稳定性、 长期性。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个时期之内应
当是国家意识形态最本质的内容，
应该有一种机制保证它长期不断得
到弘扬， 一以贯之地得到践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
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 榜样示
范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 社会的模
范群体应走在前边， 尤其要重视领
导干部、公众人物、模范人物、青少
年这几个大的群体的引领作用。

要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

到贯彻和落实， 就要做到习近平总书
记讲的“三落”，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落细、 落小、 落实。 要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来指导具体实践中的一
些工作， 使党和国家基层的具体政策
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
向。 只有跟老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基
层方针政策体现出这种价值取向， 才
能在社会上形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良好氛围。

记者：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需要机制保障，具体到高校，该
如何在机制创新上有所突破？

吴潜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
关系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问
题， 必须根据现在时代发展的新特点
新形势， 实施协同创新工程， 集体攻
关、 协同创新， 因此我们整合力量成
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
心。 协同创新中心的组成单位各有优
势， 作为牵头单位的清华大学， 具有
重视德育的优良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的优势； 上海市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落细、 落小、 落实方面， 在
大中小学德育的衔接、 课程德育方面
做出了突出成绩； 东北师范大学在高
校思想理论课建设方面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 山东大学在辅导员培训培养方
面具有很强优势； 共青团中央在青少
年思想品德教育方面富有经验。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集结上
海市委、 共青团中央、 东北师范大
学、 山东大学等构成单位的优势， 形
成了强大的创新合力。

同时， 我们将高薪聘请国外相关
专家过来从事研究， 总结借鉴西方一
些发达国家在价值观培育方面的基本
经验， 探索他们价值观培育的规律，
特别是价值观对外传播的路径。

学术无禁区、 课堂有纪律
记者： 据媒体报道， 现在有些大

学教师在讲课的时候不用主流价值观
引导学生， 反而通过一些偏激观点来
吸引学生的眼球和好奇心， 增强自己
的人气， 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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