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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准胜
阳光照耀下，一群大学生身
着红衣红帽，排成一个巨大的党
徽形状，与脚下摆放的“喜迎十
九大 永远跟党走”金字红底条
幅共同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这
是党的十九大开幕会结束后，长
春中医药大学“杏林青年马克思
主义者培养工程”微信公众号推
送的一条图片消息，是该校“青
马工程”学员们“用信仰点亮青
春之光”的庄严承诺。
近年来，长春中医药大学充
分发挥中医药专业特色和学科优
势，将中医药文化中的“金、
木、水、火、土”五行理念融入
到“杏林青马工程”实践中，创
造性地实施了理论导航、文化滋
养、实践淬炼、导师引领、自我
提升“五行计划”。

三级联动：
党委统筹，分层培养
2017 年 4 月，长春中医药
大学建成了占地 1000 平方米的
杏林青马工程基地，正式启动杏

林青马工程，从大一新生中选
拔出 120 名优秀学生作为校级
杏林青马班学员。各学院组成
杏林青马工程学员班，并在各
班级建立杏林青马小组。目
前，三个层级的杏林青马学员
共 有 2000 多 人 ， 构 建 了 校、
院、班三级联动的培养体系，
以点带面，分批、分层次开展
马克思主义学习实践活动。
学校党委为杏林青马班学
员制定了一套系统的思想政治
理论课，单独编班、单独授
课，校领导带头进课堂、上讲
台；将课堂理论教学与课下实
证分析、校内教师授课与校外
专家讲座、线上教学与线下教
学、教师讲与学生讲相结合，
形成了极具创新性和实效性的
理论课程体系，构建了大思政
工作格局。
以此同时，长春中医药大
学还成立了“青年教师马克思
主义学会”，共有 334 名 40 岁
以下青年教师加入学会，占全

北京300名00后
高铁上迎来成人礼
本报讯 （记者 杜玮） 近
日，
来自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
学、北京市商业学校、人大附中
等学校近 300 名刚满 18 岁的
青年学生，
搭乘 G7 次复兴号高
铁列车，在他们的专属车厢内，
迎来人生中独一无二的成人
礼。学生们许下自己的“2049
心愿”
，共同立志将个人成长与
祖国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2018，是首批 00 后成年
的年份，未来 30 年，他们将
见证和参与中华民族从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是名副
其实的“强国一代”。列车抵
达上海后，部分青年还在中共
一大会址举行了一次“特别团
日”活动。
该活动由中国青年报社、
北京市教工委等单位组织

导师引领：
面对面，全方位

间，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联合
党总支书记胡树毅动了一番脑
筋，“第一次见面时，我给学员
们叫了外卖，在午餐会的轻松氛
围中和学员们畅谈学习目标和人
生规划”
。

“好像考试得了满分一样，
五行计划：
我惊喜得差点跳起来。”回忆起
协调实施，凝聚合力
得知自己与其他 3 名同学成为校
长宋柏林的杏林青马班对接学员
“‘五行计划’没有轻重之
的感受，2016 级杏林青马班学
分，每一个计划都不是孤立存
员刘晟说。
在的。”长春中医药大学党委书
这样的安排源于杏林青马工
记张兴海说，“要协调好它们之
程中的导师引领“1+4+X”计
间的关系，凝聚合力，实现价
划。学校遴选具有正高级职称或
值最大化，深入实施杏林青马
担任正处级职务的优秀党员干
工程。”
部，成立了包括全部校领导在内
实施“金计划”，切实提高
共 32 人的杏林青马导师团，每
青马学员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并
名导师与 4 名青马学员对接，每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施“木
个月与学员面对面交流两次以
计划”，在杏林青马学员班成立
上，从思想、学业、心理等方面
党支部，建立团支部、班委
对学员进行全方位服务与指导。
会，每月召开一次主题班会、
“我的 4 名学员来自 4 个不
每学期举办一次读书报告会、
同学院，课程安排不一样，空闲
每学年评选一次单项标兵等
时间也不一样。”为协调交流时 “十个一”活动，强化青年师生

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能力，实现自我全面发
展；实施“水计划”，为杏林青
马学员提供面对面、全方位的指
导，使他们能够有更加明晰的学
习计划和发展目标；实施“火计
划”，在井冈山、延安等地建立
5 个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在吉林
省内建立 20 个校外实习实践基
地，要求每名杏林青马学员在
校内外岗位上挂职锻炼一个学
期，参加不少于 20 个小时的志
愿服务活动；实施“土计划”，
出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工程
实施意见，推进传统文化课程改
革，鼓励教师将传统文化和哲学
思维融入课程教学。
目前，杏林青马工程基地开
展专题教育、实践体验、文化沙
龙 等 活 动 126 次 ， 邀 请 知 名 专
家、党的十九大代表等作讲座
32 次，青马学员撰写心得体会
1000 余篇；教师青马学会开展
活动 54 次，撰写心得体会数百
篇。

女大学生列车救人成“网红”
本 报 讯 （记 者 周 洪 松）
日前，一则女大学生在列车上
救人的故事走红网络，这名女
大学生很快成为人们纷纷点赞
的“网红”，她叫李鑫，就读于
河北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护
理系助产专业。
故事发生在 4 月 27 日。
下午下课后，李鑫从沧州
乘 Y531 次 列 车 返 回 石 家 庄 老
家。从沧州到石家庄路途并不太
远，但因这趟列车要绕道山东德
州 再 转 向 石 家 庄 ，所 以 时 间 较
长，要 4 个小时才能到。时值暮
春 ，车 窗 外 华 北 平 原 上 麦 地 连
绵，如同铺上了绿色的地毯。
“7 号 车 厢 有 旅 客 突 发 疾
病，寻求医护人员救助。”晚上

7 点多，列车刚驶出德州站不
温，达到了 43℃。
久，正在座位上看手机的李鑫
“赶紧拿湿毛巾降体温，给
听到了求助广播。
病人喝点热水。
”
听到消息，李鑫马上赶了
询问基本情况后，李鑫一
过去。只见昏倒在地的一名中
边让病人女儿拿湿毛巾擦拭病
年妇女正被她的女儿搀扶回座
人身体，一边和前来帮忙的两
名校友给患者喂水。因为列车
位，病人此时双眼紧闭，面白
上座位比较低，李鑫就跪在地
如纸，浑身不停地打战。扶着
上，让患者斜靠在自己肩头。
她的女儿满眼含泪手足无措，
旁边的人们也不知如何是好。
“第二天才发现，自己膝盖一片
“先别急，和我说说情
瘀青。
”李鑫说。
况。
”李鑫对病人家属说。
20 分钟后，患者情况稳定
下来，列车长也联系好了医
“我妈早上就不舒服，肚子
疼 。 上 车 后 已 经 吐 了 好 几 次 。 院，急救人员已经在下一站的
站台等候对病人进行救治。
不知怎么回事，刚才突然就晕
倒在了地上。
”
到站之后，李鑫下车和当
地的急救人员交代了发病旅客
就在女孩介绍情况时，病
人又一次发生呕吐，一测体
情况后才转身离开。患者女儿

拉着她的手不住地表示感谢。
此事在网上传开，人们纷
纷为这位女大学生的救人义举
点赞。
据了解，这已不是李鑫第
一次在列车上利用自己所学专
业知识救人。
去年 11 月，李鑫在乘车去
北京途中，一名乘客突然癫痫
病发作。当时，李鑫与列车上
一位在同一所医院临床科室工
作的大夫共同对患者进行急
救，使患者转危为安。
“李鑫在学校为人热心，专
业也很突出。”沧州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教师马文华说，去年李
鑫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护理技能
比赛，还荣获了二等奖。

赵世炎：信仰之火永不灭

姜大源教育名家
工作室成立
本报天津 5 月 7 日讯 （记
者 陈欣然 焦以璇） 作为全
国职业教育活动周主题活动之
一，今天，姜大源教育名家工
作室在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正式揭牌。
姜大源是教育部职业技术
教育中心研究所高等职业教育
研究中心主任。多年来，他为
中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贡献了
诸多重要理论，在深入研究德
国学习领域课程的基础上，结
合中国文化精髓，创立了工作
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范式。
据介绍，工作室成立后，
将着眼于学校课程建设和改
革，努力打造中德课程品牌，
同时将借助“一带一路”倡
议，研制多语言的工作过程系
统化课程开发系统，推动国际
职业教育事业发展。

校青年教师总数的 80%，形成
了师生共进、共学马克思主义的
生动局面。

广大青年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长春中医药大学实施杏林青马工程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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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青年节和北京大学建校
120 周年校庆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北京大学考察，
与莘莘学子共话追
梦的激情和理想、圆梦的奋斗与奉
献，
号召广大青年要爱国，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语重
心长：
“爱国，
是人世间最深层、
最持
久的情感，
是一个人立德之源、
立功
之本。
”
当代青年应不负人民期望，
以
青春之我、
奋斗之我，
勇做走在时代
前列的奋进者、
开拓者，
书写无愧于
时代的青春之歌和精彩人生。
爱国没有条件，更不是一道选
择题。
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
中华民
族的未来也属于青年。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
同人民一道拼搏、
同祖国一
道前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
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青年生
逢其时，
也重任在肩。
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
不能停留在口号上，
当代青年
本报评论员
要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
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不负韶华，
无悔青春。
当代青年要扎根人民。
群众路线
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我们党和国家能够获得蓬勃生机和
旺盛活力，
很大程度上是靠践行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来实现
的。
有了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
众”
的群众立场，
有了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的工作方法，
我们才赢
得了亿万群众的信任支持，才有了
“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
动”
的实践力量。
对于青年学生来说，
扎根人民、
增长才干，
努力在人民的
伟大奋斗中实现人生理想，
就是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力量的具体体现。
“要始终与人民心
心相印、
与人民同甘共苦、
与人民团
结奋斗”
，
牢固树立群众观点，
坚持群
众路线，
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
自觉到
党、
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
条件艰苦的地方去，
磨炼意志、
砥砺
品格，
在社会的大学校中成长为能担
重任的栋梁之材。
当代青年要奉献国家。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为深厚的历史情
感，是凝聚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光辉旗帜，也是当
代青年成长发展必须遵循的路径、必须坚持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
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在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益多元
化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准确把握青年学生的思想动态，教育引导青
年学生树立正确政治信仰，培养他们对祖国深厚的情感，激发他们
的报国志向。只有爱国主义教育搞好了，青年学生牢记作为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担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才能成为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
生命力所在。
梦想在前进，时代在召唤。马克思曾说过：“一个时代的精
神是青年代表的精神，一个时代的性格是青春代表的性格。”青
年人有梦想、不苟且、做先锋，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
才能铸就“更好的自己”
，也才能成就“青春之中国”。
“展望未来，我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
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
光荣属于青年。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只
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
重任，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将青春梦融入中国梦，才能创造无
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人生。

六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

用信仰点亮青春之光

校对：
刘梦

新华社记者 兰天鸣
“龙华授首照丹心，浩气
如虹烁古今，千树桃花凝碧
血 ， 工 人 万 代 仰 施 英 。” 在
《忆赵世炎烈士》 一诗中，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高
度评价了我国著名的工人运动
领袖赵世炎同志。“施英”正
是赵世炎在党和工会刊物上写
文章时用的笔名。
1901 年，赵世炎出生在四
川酉阳 （今属重庆市），1915 年
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
后来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
年春，与张申府、周恩来等发起
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
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 年 3 月，赵世炎出席
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
代表大会。会后，党中央任命赵
世炎担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

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并
兼任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赵世炎化名“施英”，到上
海后就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号
召社会各界群众联合起来，组
成革命的统一战线，以对付帝
国主义的屠杀和进攻。
1926 年 10 月，北伐军攻克
武汉，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但
由于时机不成熟，上海工人的
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均告失
败。
1927 年 3 月 21 日，
上海工人
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
中，赵世炎身先士卒，勇敢地冲
锋陷阵。
经过 30 多个小时激战，
起义队伍打败了军阀部队。
这是
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
次壮举，
为北伐军在江浙战场的
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7 年 4 月，蒋介石背叛

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
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
对严重的白色恐怖，赵世炎临
危不惧，坚定表示：“共产党
就是战斗的党……党存在一天
就必须战斗一天，不愿意参加
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由于叛徒出卖，1927 年 7
月 2 日，赵世炎不幸被捕。他
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
屈。他把敌人的监狱和法庭当
成讲坛，大义凛然地宣传党的
主张和共产主义理想，揭露反
动派的罪行。他慷慨激昂地

说：“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
子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一定会
茁壮成长起来，共产党必将取
得胜利。”7 月 19 日，时年 26
岁的赵世炎英勇就义。
赵世炎牺牲后，家里有很
多人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也
有人为了信仰壮烈牺牲。“先
辈对我们的影响就是要坚定自
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理
想。
”赵世炎之孙赵新炎说。
英烈已逝，但信仰之火永
不熄灭。
据新华社上海 5 月 7 日电

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

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勉励大学生

为建设新青海贡献力量
本报讯 （记者 王英桂） 5
月 3 日，青海省委书记、省长王
建军到青海大学调研，并与青海
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优秀
团 组 织 （个 人）、 青 年 岗 位 能
手、创业青年代表、优秀大学生
等青年代表座谈，勉励广大青年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北京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用信念成就青春之美，用情
怀担当青春之责，用激情散发青
春之光，用奋斗谱写青春之歌。
在青海大学创新大厦，王建
军认真听取了学生干部对学校团
学工作的介绍，肯定了学校加强
思想政治工作的做法。得知该校

学生会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
养工程，以多种形式宣讲党的十
九大精神，王建军鼓励他们借助
“青马工程”培养更多青年骨干。
随后，王建军一行与青年代
表座谈。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
是圆梦人。全省广大青年要牢记
嘱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使命担
当，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把自
己锻造成堪当大任的一代新青
年，为建设新青海、实现中国梦
贡献自己的力量。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面向海内外选拔引进优秀人才公告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是陕西
省咸阳市直属的公办普通高等
学校，始建于 1937 年。位于
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现占地
1300 亩，有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1.5 亿元，图书 110 万册，计算
机 3000 多台，教职工 990 人，
在校学生 1.6 万人，是全国文
明单位、国家优质高职学院建
设单位。为了建设一支高素质
教师队伍，学院决定面向海内
外选拔引进优秀人才。现公告
如下：

一、选拔引进对象和方式
根据学院专业建设需要，重点引进博士研
究生、专业带头人和高职称教师。引进方式分
为正式调动和临时聘用两种。

二、基本条件
1.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学术水平和科研
能力在国内同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优势。
2. 全日制正规院校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年
龄在 45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能独立拟定专
业教学计划，指导专业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
设；近 3 年在省级以上重点刊物发表过两篇以
上专业论文或有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
3. 副高级以上职称，有 5 年以上高校教学

和实践工作经验；能指导专业实验室和实习基
地建设；近 3 年在省级以上重点刊物发表过两
篇以上专业论文或有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正
式调入学院的人才男性不超过 52 周岁，女性
不超过 48 周岁；聘用的优秀人才原则上不超
过 55 周岁，身体健康。

三、引进待遇
（一） 正式调入的优秀人才享受以下待遇
1. 执行国家现行工资制度规定，享受院内
绩效工资。
2. 学院为调入的优秀人才补助安家费 20 万
元，提供 5 万至 10 万元科研经费。
3. 优秀人才的配偶，若符合国家人事调动
政策和学院工作需要，经与市编制、人社部门

协调，可调入学院安排工作。
（二） 外聘的优秀人才享受以下待遇
1. 外聘优秀人才工资待遇实行年薪制，年
薪在 6 万至 10 万元之间。年薪由基本年薪和绩
效年薪组成。基本年薪占年薪总额的 60%，绩
效年薪占年薪总额的 40%，基本年薪由学院按
月进行实发，绩效年薪由学院进行考核，对完
成任务者在年底一次性核发，对未完成任务者
扣除绩效年薪。
2. 外聘的专业带头人、“双师型”人才工
资待遇实行课时计费制。

·招聘信息
招聘信息·
·

8 年。因个人原因提前调离学院或擅自离岗
者，须按协议规定退还学院引进时的有关费
用。组织人事处对引进的人才进行跟踪管理和
定期考核。
（二） 考核
1. 正式调入的人才参加学院教职工正常考
核评聘。
2. 外聘人员年度考核由用人部门负责。考
核办法参照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兼职教师聘任
和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考核结果报学院组织
人事处。凡考核不合格者，予以解聘。

四、管理考核
（一） 管理
正式调入的优秀人才在学院工作不得少于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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