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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价值观决定国家未来
本报评论员

今天， 是五四青年节。
从梁启超的 《少年中国说》 到陈独秀为

《青年杂志》 写下的创刊词 《敬告青年》， 人
们对青年的期待越来越强烈。 这是他们的判
断： “青年如初春， 如朝日， 如百卉之萌
动， 如利刃之新发于硎， 人生最可宝贵之时
期也。”

青年， 所可贵者， 不只在于年轻的身
体， 而更在于胸襟和怀抱。 而青年有什么样
的胸襟和怀抱， 国家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1919年7月14日， 青年毛泽东经历短暂
“北漂” 回到长沙， 创办了 《湘江评论》。 这
是他的胸襟： “时机到了！ 世界的大潮卷得
更急了！ 洞庭湖的闸门动了， 且开了！ 浩浩
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顺它的生， 逆它的死。” 从还沉默的湘江看
到民族的未来， 并为之矢志努力， 这是他的
怀抱。 一个民族的生死在青年人的胸怀中，
“以青春之我， 创建青春之家庭， 青春之国
家， 青春之民族， 青春之人类， 青春之地
球， 青春之宇宙”。

胸怀天下，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这才
是青年人的状态。 历史从来都是把使命交给
青年人， 功崇唯志， 业广唯勤， 青年人也没
有辜负历史的期待。

因为， 青年不仅是生命中的一段时光，
青年是一种不屈的精神。

尽管，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精神，
但每一代青年都是时代精神的阐发者和实践
者， 是时代潮流的晴雨表。

黄花岗下的碧血， 赵家楼上的火光， 南
昌城头的枪声， “四万万人齐蹈厉， 同心同
德一戎衣” 的抗日呐喊……青年站在火与血
的最前线， 他们是时代的奋进者、 开拓者、
奉献者， 以执着的信念、 优良的品德、 丰富
的知识、 过硬的本领成为历史的拓荒人和推
动者。

———青年是奋斗的。 无论是救亡图存的
旧中国、 改革开放的30年， 还是在实现中国
梦的新征途中， 青年人握紧接力棒， 把个人
的理想和时代的梦想紧密结合， 在奋斗中实
现个人的价值。

———青年是创造的。 苟日新， 日日新。
开拓创新是我们民族的传统， 更是青年人最
深沉的品质。 在青年身上， 涌动着开拓的梦
想与勇气。 开拓的道路是艰难的， 其中必然
有挫折和失败， 有找不到出路的苦闷， 青年
人以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险滩、 敢为人
先、 逢山开路、 遇河架桥的锐气， 创造新的
世界。

———青年是奉献的。 服务他人和社会的
奉献精神是一个人最高贵的品质， 奉献精神
是社会责任感的集中表现。 雷锋的热情是对
他人的奉献， 支教路上的火把是对社会的奉
献，“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是对
民族的奉献……奉献精神是青年人的力量。

而在今天， 当改革创新成为时代精神的
核心时， 改革与创新也是青年精神的核心。
从来， 都是青年人开创了新的时代， 他们打
碎锁在国家、 民族、 社会和个人身上的种种

“规矩”， 让世界以更美好的秩序运行。
无论60后、 70后、 80后， 还是90后……这

种标签化的代际只不过说明岁月的更迭， 老去
的是个人一段时光， 不老的是青春的头脑和智
慧， 青春的创造与行动。

这就是青年精神。
我们不否认， 在我们青春的时候， 我们有

自己的困惑———道德的困惑、 能力的困惑、 对
未来的困惑。 在这个历史转型时刻， 充满梦想
的力量感和无法实现梦想的无力感同样存在。
低落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努力能否改变
自己， 更不用说社会与时代的命运。 可我们愿
意相信， 我们所继承的来自历史的青春基
因———青年精神， 这是我们的信仰。

有一个电视节目叫 《青年中国说》， 打动
了很多人。 登上舞台的90后给我们上了生动的
一堂课， 当人们为他们忧心忡忡的时候， 他们
已经成为时代的代言人。 他们的声音或许有缺
点， 他们或许会经历波折与失败， 但他们站在
时代潮头的精神， 如同那个充满力量的句子，
“人民有信仰， 民族有希望， 国家有力量”， 青
年的声音和青年的行动就是时代前行的力量。

毕竟， 我们站在自己的土地上， 无论是繁
华的都市还是偏远的小镇， 无论是雾霾里的清
晨还是霞光万里的黄昏， 身后都是你我的中
国、 青春的中国、 我们生生息息热爱的文化家
园。

老去的是岁月、 是历史的风烟， 不老的是
那段张扬的青春、 是永远流传的青年精神， 有
一个词不老， 叫青春。

由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公布的全
国团内统计最新数据显示

全国共有共青团员8821.9万名
共有基层团组织387.6万个

截至2014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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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文龙：为正能量代言的“雷风侠”

■本报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屈晓军

湘江边上、 火车站里、 公交车
上、 地铁里……如今， 在湖南城市的
大街小巷甚至农村田野的墙壁上， 处
处可见一个头戴雷锋帽、 脸蒙黑眼
罩、 身穿白衬衣绿军裤、 披着红色披
风爱耍酷的卡通形象“雷风侠”， 助
人为乐、 行侠仗义、 厚德诚信， 动作
神态夸张诙谐， 让人觉得可敬可爱而
又忍俊不禁。

而在网络上， 这一卡通形象也火
了， 各种“雷风侠” 视频、 动画、 表
情、 图片， 被转发、 下载上亿次。

它的“主人” 叫贺文龙。

1983年出生的贺文龙， 是长
沙师范学院动漫设计专业一名青
年教师。 他说： “作为一个青年
教育工作者、 动漫工作者， 我们
有责任传播正能量， 向社会负能
量宣战。”

之前， 贺文龙曾是一名动漫
公司员工， 参与主创了多部热播
动画片， 由他主创的动画片长达
600分钟。 然而， 他却越干越彷
徨。

原因是他并不认同当下动漫
创作的理念， 许多动漫只顾粗浅
地取悦小孩， 一味搞笑、 娱乐，
甚至充满暴力。 在他看来， 这些

“黑色动画” 给处于模仿期的孩子提
供了一个“险恶” 的认知环境。 比
如有小朋友在看了某动画片后， 把
爆竹塞在别的小朋友裤子里， 想把
他炸上天。

“我希望给小朋友传递的是积极
向上的东西。” 2009年3月， 贺文龙
毅然辞去动漫公司的高薪工作， 来
到长沙师范学院当了一名教师。

“雷风侠” 就在那个月诞生了。
3月正是学雷锋月， 长沙是雷

锋的故乡， 学雷锋的氛围很浓， 这
种氛围感染了贺文龙。 他借鉴美国
动漫中蜘蛛侠、 美国队长等超级英
雄和“侠文化” 的思想， 创作了

“雷风侠” 的形象。
贺文龙把这个卡通人物形象上

传到了QQ空间， 没想到得到了很
多朋友的喜欢。 因为时尚、 有趣、
现代的元素， “雷风侠” 走红了。
接下来几年， 贺文龙和他带领的

“雷风侠” 正能量工作室陆续创作了
包括动画系列片、 公益广告片、
QQ表情以及海报、 绘本等各种表
现形式在内的动漫作品400余个。

这些作品背后， 贺文龙坚持的
一个创作理念， 是紧跟时事热点。

2013年4月20日雅安地震后，
“雷风侠” 正能量工作室在24小时
内创作了 《“雷风侠” 为灾区助力》
系列海报， 鼓励人们奋起救灾、 重
建家园， 该系列海报在灾后72小时

内被转发上百万次。
今年3月4日， 湖南师范大学美

术学院副教授段江华不顾严寒， 跳
入冰冷湖中救起落水儿童。 “雷风
侠” 正能量工作室通宵达旦， 仅用
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就制作了一段
2分13秒的动漫 《画家救人记》， 再
现了画家救人的感人事迹， 这个短
片在腾讯视频等网站累计点击十多
万次。

针对老人摔倒不扶、 环卫工人
中暑死亡等事件和社会问题， 他创
作了“帮扶老人”、 “给环卫工人送
瓶水” 等系列动漫公益作品， 特别
是策划了“关爱酷暑中的环卫工人”
活动， 得到了长沙市民的热烈反响，
许多市民自发上街给环卫工人、 交
警送水。

为维护网络文明， 抵制QQ聊
天中出现的一些负能量的、 低俗的
动画表情， 贺文龙带领他的团队开
发了120余个“雷风侠” 正能量QQ
表情， 在各大QQ表情网站供网民
免费下载， 累计下载量已近百万次。

目前， 贺文龙又推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文明旅游、 绿色出行、
环保意识等时下热点话题的海报和
动画片。 不仅如此，贺文龙的多个科
研课题，也都是围绕传播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展开的，比如《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与动漫传播》、《主旋律动漫
创作的理念与范式研究》等。

随着“雷风侠” 的走红， 贺文
龙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长沙
师范学院把他的工作室申报为教育
部首批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 在
湖南省文明办、 长沙市文明办等部
门的推动下， “雷风侠” 正能量动
漫作品更是通过互联网、 电视、 手
机、 报纸书刊、 海报等渠道实现了
立体化传播， 同时积极开展了线下
推广活动。

今年3月， 贺文龙本人被评为第
一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2013年初至今， 汇集300多个
作品的“雷风侠” 正能量动漫展在
长沙橘子洲、 湘江风光带、 居民社
区等地展出10余场； 通过免费授权
给当地相关部门的合作方式， 在沈
阳、 抚顺、 广州、 杭州等10余个城
市举办了“雷风侠” 动漫展； 创作
传播团队还和“雷风侠” 的粉丝们
一起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多次“雷风
侠” 街头公益活动； 长沙雷锋纪念
馆也开设了专门的“雷风侠” 展区。

现在， “雷风侠” 形象活跃在
城市的大街小巷、 公交地铁和电视
网络上， 也日益走进了人们的心里，
获得了不同人群特别是儿童的认可
和热捧， 还被确定为湖南省近600
万名志愿者的卡通形象代言人。 贺
文龙和他的团队正计划着今年把

“雷风侠” 正能量动漫作品展推广到
长沙市100所中小学。

“互联网+教育” 将改变教育， 但是不会颠覆教育，
它有一个过程，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需要我们去继续探索
和尝试。 隰 详见第五版

“互联网+教育”： 冰火两重天
【深度】

那些崇高而美好的书籍是茫茫人世中的一道道阳光，
是漫漫人生路上的一盏盏明灯， 引导着人们向真、 向善、
向美、 向上。 隰 详见第六版

活着的每一天都是读书日
【读书周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揭晓
25名获得者中6名来自教育系统

据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记者 黄小希） 记
者3日从团中央获悉， 共青团中央、 全国青联日前
决定， 授予25人第19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授
予3个青年集体“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称号。

25名“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获得者中， 有6名
来自教育系统， 包括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
长、 研究员于黎 （女）， 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俄
亚纳西族乡九年制学校校长、 中学高级教师王偏初
（藏族）， 福建省尤溪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张海娟
（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
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段海滨， 南开大学周
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本科四年级
学生、 天津高维创业岛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郭
鑫 （藏族）， 中科院理化所激光物理与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彭钦军等。

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称号的分别
是： 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 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三沙网络建设维护团队、 中国人
民解放军海军372潜艇。

浙江巡回诊断检查高校教学
巡查内容包括课程体系建设情况等

本报讯（记者 朱振岳） 浙江省教育厅日前决
定建立全省高校教学巡回诊断检查制度， 从今年开
始每年对高校教学情况开展巡回诊断检查。

据了解， 开展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学校的教
学制度建设情况、 课程体系建设情况、 课堂授课及
学生实习实训指导情况、 学生学风考风等学业管理
情况、 教学评价情况、 教学条件保障情况和其他相
关情况； 巡查的主要方式有听课观课、 访谈座谈、
考察、 查阅、 诊断、 交流和其他方式。

按照规定， 每校巡查时间一般为5至10个工作
日， 专家组巡查结束后， 要及时形成写实性 《教学
工作巡回诊断检查报告》。 《巡查报告》 内容包括
教学工作值得肯定和特色方面、 存在问题、 需要改
进的方面3个部分， 其中存在问题和需要改进方面
的内容需达到总字数的2/3以上。 教学巡查专家原
则上从高校相关领导岗位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或退
休的熟悉教学工作的教授中聘请。 省教育厅每学期
制订巡查计划， 安排巡查15至20所高校。

陕西视导义务教育课堂教改
三年覆盖全省所有县区

本报讯 （记者 冯丽）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陕西
省义务教育课堂教学改革“新常态、 大视导” 活动
推进会上了解到， 从2015年起， 陕西将结合“名
师大篷车” 送教下乡活动， 连续３年在全省所有县
区组织开展义务教育课堂教学改革视导活动， 推动
全省义务教育课堂教学改革深入实施。

视导组将深入各市县初中、 小学， 通过走访座
谈等形式， 详细了解当地课堂教学改革新举措新动
态。 组织专家坐诊， 对课改和新课标执行过程存在
问题答疑。 以同课异构方式， 组织大篷车送教骨干
教师备课、 说课、 讲课， 现场点评， 服务基层学校
教学改革。 同时总结推广学校及教师个人实施课堂
教学改革优秀教学模式和教学新经验。

陕西要求， 义务教育课堂教学改革要反思和总
结课堂教学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和问题， 探
索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认知规律的有效教学模式。
鼓励中小学和广大教师探索先进、 多元的教学方
式， 避免教学模式“一刀切”。

贺文龙和他创作的“雷风侠”。 图片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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