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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社团作为学生自
愿参与的群众性组织，是凝
聚、教育青年的有效载体，也
是提升育人质量，“在优雅学府
中培养栋梁之材”的重要抓手
和工作平台。面对新环境、新
形势，迫切需要我们围绕立德
树人这一中心环节，坚持目标
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因事
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特有的育人
功能，自觉承接新时代所赋予
的使命担当。

一是要加强思想引领，聚
焦根本任务，提升站位高度。
高校学生社团是学生自愿参与
的群众性组织，但并非自说自
话、自娱自乐的小团体。学生
社团担负着教育人、培养人、
塑造人的重要使命和责任，必
须聚焦为党和国家培育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
接班人这一根本任务，进一步
提升站位高度。无论是何种类
型的学生社团，都应自觉强化
思想引领和价值塑造功能，引
导社团成员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管理部门既要创
造条件，提供资源，搭建平
台，积极支持和引导学生社团
自主开展活动，也要明确规范
和底线，切实加强对社团的管
理，尤其是要加强意识形态管
理，使社团成为思想引领和价
值塑造的前沿阵地。同时，要
充分发挥社团独具的朋辈教育
优势，帮助所有社团成员自觉
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素质。

二是要遵循教育规律，实
现协同育人，拓展育人宽度。
社团育人工作要立足于学生的
成长需求和大学育人目标，将
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
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贯穿于社
团活动的全过程，实现协同育
人。首先要实现管理与服务的
协同。学生社团所依托的服务
管理单位和指导教师，要自觉
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在管理
和服务的过程中强化协同，寓
管理于服务之中，寓教育于管
理之中。同时，要建立扶持学
生社团发展的良好机制，确保

“好钢用在刀刃上”，通过设立
社团发展基金等多种途径对优
秀社团和精品社团活动给予充
分的支持和帮助。其次，是要
实现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协
同。在提倡通识教育和学科交
叉融合的背景下，随着学部
制、书院制的逐步推行，仅仅
依靠第一课堂，采取不同院
系、不同专业分班授课的传统
人才培养模式已不能充分满足
学生日益多元的成长需求。各
类学生社团开展的理论研讨、
读书交流、学术沙龙等活动，
可以作为拓展第一课堂教学活
动的有效手段；开展的创新创
业、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
动可以作为第二课堂开展实践
活动的重要载体。高校可结合
大学生成长需求和大学育人的
目标，利用学生社团活动，在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衔接与贯
通上下功夫，进一步拓展育人
工作的“宽度”，实现全员育
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三是要对标发展需求，全
面提升素养，开掘育人深度。
高校社团育人工作，应当致力
于通过社团活动，打造学习共
同体，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素质
和能力，开掘育人“深度”，促
进青年更好成长、更快发展。
要依托理论学术类社团，引领
学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树立“四个自信”，巩固
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共同思

想基础；要支持学术科技类社
团，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和探
索精神，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
能力；要鼓励文艺类社团，引
导学生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提升文化品位，繁荣校园
文化生活；要帮助创新创业类
社团，培育完善学生相关技
能，激发学生创新创业的热
情，推动学生投身创业实践；
要引导综合实践类社团，通过
开展各种志愿服务、公益实践
和环境保护等活动，为社会民
生的进步贡献力量。凡此种
种，不一而足。当前，在高校
全面构建育人体系的过程中，
可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独特优
势，充实社团在课程、科研、
实践、文化、网络、管理、服
务等方面的育人功能，挖掘育
人要素，拓展育人途径，提升
育人质量。

四是要强化志趣培养，助
力终身发展，增加育人温度。
作为大学生基于共同的兴趣爱
好而自发建立的群众性组织，
学生社团不仅是学习共同体，
也是实践共同体。一个优秀社
团对学生的影响往往是长远
的，甚至是终身的。希望学生
社团的教育价值能够保持恒久
的影响，助力学生的终身成长
和事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
说，高校社团的育人工作，不
仅要鼓励、支持社团开展各种
活动，更要在活动过程中，重
视培养学生志趣，提升育人

“温度”，帮助学生提高自我教
育、自我学习的能力，激发学
生的探究意识和创新创造的激
情，给予学生充分施展拳脚的
空间，同时鼓励学生将短期的
兴趣发展成为终身志业的勇气
和决心，从而实现知行合一，
做真正的实干家。

青 年 一 代 有 理 想 、 有 本
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学生社团不仅
是培养志趣、陶冶性情的一方
乐土，也是修己达人、树立志
业的广阔舞台。加强学生社团
育人工作，培育一流人才，服务
民族和社会发展，既是新时代高
校学生社团必须承担的使命与
责任，也是深入实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推动“三
全育人”综合改革，切实提升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亲和力和针对
性的重要途径。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
副书记）

培
养
学
生
志
趣

提
升
育
人
温
度

方
平

不久前，由中国药科大学 65 名学生
组成的交响乐团凭借管弦乐曲 《时辰之
舞》，从 590 个艺术表演类节目中脱颖
而出，获得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
器乐类一等奖。这是我国目前规格最
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大学生艺术
盛会。

学校通过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用音乐教育润泽广大学生心灵，陶冶学
生情操，提升学生综合素质，让理工科
学生感受到浓郁的人文氛围，努力培养
既能站实验台，也能上音乐台，既能研
制普济良药造福于民，也能通晓高雅艺
术陶冶心灵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

“藥（药）”“樂（乐）”融通寓教于乐

大学思政讲座常缺乏吸引力、说服
力和感染力。学生往往“理解”却未必

“接受”，“懂得”却未必“做到”，“知
书”却未必“达理”，难以达到应有的教
育效果。

为破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尴
尬现状，丰富大学校园文化生活、浓郁
校园文化艺术氛围，2009年10月，学校
成立凌霄合唱团。“藥 （药） ”和“樂

（乐） ”不仅古字字形相似，而且在很多
方言中，两字发音相同，甚至很多人把
中国药科大学误听成中国乐科大学，以
为这是一所音乐艺术院校。凌霄合唱团
创建时提出“藥樂融通，音乐润泽心
灵”的宗旨理念，坚持以美育人，以文
化人，从声乐训练、乐理培训、演出观
摩以及舞台实践等多方面培养大学生的
综合素养，努力实现艺术教育、人文教
育、快乐教育的有机结合。

“‘药’作用于生理，‘乐’润泽于
心灵，艺术教育便是其中的桥梁。音乐

可以治疗生理，也能用最强烈的力量深
入学生的心灵，对于大学生的道德、意
志、品质、情操等方面的培养，起到

‘润物细无声’的陶冶和滋养作用。”乐
团指挥严岩副教授说。

合唱团特别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实践和创新，形成了一批经典
的保留节目、曲目，能独立举办不短于
60 分钟的高质量专场演出，现已成长为
一支专业素质优良、特色鲜明、能够演
绎各种风格曲目的高水平合唱团。

让高雅艺术烙下“集体记忆”

95 后大学生大多追求新潮、张扬个
性。而作为令人动情悦耳的交响乐，以
其形象直观、形式自由且充满感染性、
愉悦性等特点，使学生容易在情感上受
到触动，思想上得到启发和教育，因此
深受他们的喜爱。

学校交响乐团成立于 2014 年 4 月，
是一支由学校创建的学生业余文艺团
体，不仅是学生进行艺术实践的园地，
也是该校实施艺术教育的第二课堂。乐
团旨在积极推动高雅音乐在校园内外的
传播和普及，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努力营造校园和谐典雅、朝气蓬
勃的音乐氛围，使学生在音乐中凝心聚
力、升华情感，在红色经典旋律里感受
中国自信，现已成为繁荣校园文化的中
坚力量。

基本乐理的学习、器乐的演奏和声
乐的实践，不仅可以帮助高校大学生调
节情绪、振奋精神，还能够起到磨炼意
志、增强自信的作用。此外，音乐在展
示学生个性的同时，又需要彼此间密切
的合作。只有学生做到旋律、节奏、音
准、速度、力度上的配合一致，演唱

（奏） 出来的音乐才会美妙动听、引人入
胜，而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自我控制
力与团队协作精神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
了提升。

每逢开学典礼等重大节庆活动时，
学校体育馆内便会响起阵阵高雅悠扬的
管弦乐声。学校借由庄重高雅的管弦乐
曲来提升开学典礼的仪式感，一方面是
让新生在入校第一时间与高雅艺术亲密
接触，有益于提升校园文化品格、熏陶
新生人文素养；另一方面也可给大学生
留下持久的、积极的、激励人心的“集
体记忆”，使广大学生在学业生涯最重要
的时刻感悟崇高、汲取精神力量，促使
他们树立成人成才、爱国荣校、勇于担
当的荣誉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小音符”奏响育人“大乐章”

音乐犹如一种“情感放大器”，使得
学 生 由 悦 耳 悦 目 到 悦 心 悦 意 ， 强 化

“意”，进而付诸“行”，上升为稳定的审
美理想和美的行动。

2017 年 4 月初到 2018 年 4 月，整整
一年的时间，一首 《时辰之舞》，从生疏
到娴熟，从青涩到流畅。交响乐团于近
日凭该曲获得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
演器乐类一等奖。

药大交响乐团是此次全国大学生艺
术展演交响乐团中最年轻的队伍。“每一
个音符下，都埋藏着一颗坚定而柔韧的
心，”乐团小提琴首席、国际医药商学院
学生胡嘉浩坦言，“从乐团零起点组建到
如今站在全国最高水平艺术赛事上，四
年的点滴付出，化作一个个音符在舞台
上回响，这是我们无悔青春的见证。四
年来，我们学会了一件件从没见过的冷
门乐器，徜徉在一首首世界名曲的排练

演绎中，用一场场精彩绝伦的音乐会证
明，中国药大人既能站实验台，也能上
音乐台，既能研制普济良药造福于民，
也能通晓高雅艺术陶冶心灵。”

无独有偶，今年年初，一段 90 后辅
导员现场原创 RAP 的视频在中国药科大
学校园里炸开了锅。原来，该校药学院
辅导员李涛在年终述职的结尾突然来了
一段 RAP，将时下流行的说唱艺术融入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辟出了一
条“文艺”思政新路子。

谈到这首 RAP 的走红，德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药科大学校长来茂德坦言

“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他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
会议上提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
作活起来，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做学
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必须坚持好办法、
改进老办法、探索新办法。除了爱党爱
国的主题不能改变外，其他的都应该随
时而变、随势而变。李涛的此次探索，
正是让思政工作从空中回到地面、从静
态变成动态，将书本理论做成“饕餮盛
宴”，把刻板说教变成“生动说唱”。事
实证明，这样的工作思路才能产生思想
的 共 鸣 。“ 自 古 ‘ 藥 ’（药） 与 ‘ 樂 ’

（乐） 同音，各类思政教育举措宛如一个
个跳动的音符，跃于‘五线谱’上，既
有铿锵的节奏，又有跳动的音符；既有
和谐的音程，又有温润的情感。只有同
频共振、和谐搭配，才能奏响育人新乐
章。”

在中国药大这样专业性很强的医药
类院校，浸染浓浓药香的、新颖生动的
音乐教育方式慢慢走进学生内心。通过
艺术创新的形式，让思政教育如春风化
雨般流入每个学生的心间，以达到教化
人心、全方位育人的效果。

学生做得了实验，玩得了音乐

医科教育怎样插入艺术的音符
通讯员 姜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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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洲：“土学者”的科研世界
通讯员 张俊贤

他是一个真正的“土学者”，没有海
外镀金经历，从幼儿园到博士在“3 平方
公里”的范围内长大；他是一个“宅
男”，周末可以不出门，看资料、做实验
就是他的全部；他更是一个“科研达
人”，因为科研成果突出，青年长江学
者、四川农业大学李明洲教授多次被媒体
聚焦。

科研的世界很有趣

李明洲说话语速飞快，听者稍不注意
就跟不上他的思维，说到自己喜欢的科学
研究问题，他更是展开明朗的笑容。“你
看，这很有趣。”他不住地说。

“藏猪在那么高的海拔生长，却没有
高原反应，多神奇？”“成都、雅安、内江
三地的距离不远，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地方
猪品种，是不是很神奇？”所有的问题在
李明洲那里都变得生趣勃勃，越研究越思
考越觉得“非常有趣”。

专注于“猪经济性状的功能基因组
学”研究领域，在李明洲看来，就是解决
一个又一个有趣问题的过程。“我国猪的
养殖和猪肉消费量均占全球总量一半以
上，现在全球猪育种学家都在致力于猪生
长和肉质性状的共同改良，让猪肉更营
养、健康、美味，我做的基础性研究也许
短期内并不能见到什么实际成效，但是却
需要人去研究。”李明洲享受研究过程带
来的乐趣，沉浸于想象中，专注于数据
里，在科学的世界里遨游，对他来说，是
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位“80 后”教授有时候更像个孩
童：他喜欢看科幻小说，到现在还保留着
翻阅 《科幻世界》 杂志的习惯。“科研需
要想象力，你想，如果编码叶绿素的基因
可以转给人体，人就可以不吃饭了。”
他的思维极为活跃，脑洞开得很大。

“你找我聊科研，多久都可以，但是
要谈其他的，我真的说不出，感觉很别
扭。”谈到自己时，李明洲总显得很腼
腆。“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科研，只要跟他
探讨科研内容，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
点，他都特别高兴，特别有兴趣。”师妹
王晓艳说。

研究意外引起轰动

2012 年 ， 以 李 明 洲 为 第 一 作 者 的
《猪脂肪和肌肉组织的基因组甲基化图
谱》 论文发表在 《自然·通讯》 上，一夜
之间，这篇论文就被付费下载了 2808
次，而该杂志每篇文章平均每年的下载量
也就1900—2800次，出乎意料的火爆。

更让人意外的是，关注该论文的专家

95％都来自医学界。“可能因为猪与人类
具有相似的代谢功能、心血管系统、成比
例的器官大小等特性，且与人类在遗传学
上也具有高度相似性，而我们在研究中首
次构建了猪不同部位脂肪和肌肉组织的
DNA 甲基化图谱，这为研究人类肥胖、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等疾病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李明洲分析。

一年之后，他和团队的又一研究成果
登上了 《自然·遗传》 杂志，《比较基因
组学鉴定藏猪和家猪的自然和人工选
择》，这个研究成果本来是为挖掘地方猪
种蕴藏的优良基因资源，以在肉质改善、
抗病性、抗逆性和繁殖性能等方面取得新
突破，却意外地为“四川为什么会有熊
猫”提供了理论依据，引发了新一轮追
捧。在研究中，李明洲他们比较分析了欧
洲、亚洲、非洲等多地猪群体的基因组数
据，结果发现距今 2 万年前的末次冰盛
期，欧洲和中国东南地区的野猪群体急剧
下降，而中国西南野猪群体不降反升，首
次从哺乳动物基因组水平证明了中国西
南，特别是素有天府之国、熊猫故乡之称
的四川盆地作为冰期生物的避难所，是世
界范围内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区域之一的
有力证据。

李明洲特意花了几天时间，仔仔细细
写了 4000 多字的中文资料，并配上图
形，想尽量以科普的方式介绍研究取得的
成果。“我知道很多人不会去读论文原文
的，我们特别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做了
什么东西。”李明洲说，“因为这些都太有
趣了。”

据统计，近 15 年来，世界范围内以
猪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影响因子 10 分以
上的仅有 10 篇左右，李明洲作为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就有3篇。不过，对这些成
果，李明洲看得很淡，“科研不是为了发
表论文而做，把好的想法和思路用科学技
术手段做出来，经过努力就能得出有价值
的科学结论，用兴趣去做好，不用刻意地
去追求。”

“3平方公里”长大的土学者

李明洲笑称自己在“3 平方公里”的
范围内长大，身为雅安人的他，本科、硕
士、博士一路都在四川农大雅安校区就
读，没有海外镀金经历，是学校自己培养
的“土学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保守封闭的人，
恰恰相反，他总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做
研究。不少研究都是集合中、美、英、加
等多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我们
在猪的遗传研究上有优势，但是课题也需
要医学、物理、数学和化学等多方面的知
识。合作互相取长补短，很有帮助。”

“一天不看论文就睡不着觉。”李明洲
说，他养成了每天看国外研究文献的习
惯，随时了解国际生命科学研究的前沿动
态。夜里 12 点，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应该
休息的时间了，却是李明洲一天愉快时光
的开始，他利用 Skype、QQ、email 等
方式与国外的专家教授对话、讨论，碰撞
出思维的火花，常常带来意外的灵感。每
天凌晨两三点才睡已经是李明洲的习惯。

他的博士生导师李学伟教授上世纪

80 年代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攻读了
博士学位。这为李明洲打开视野创造了良
好条件，通过导师的引荐，他认识了国外
很多专家学者，并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交
流。“大家对科研都有一种共同的狂热，
你提出的问题他们感兴趣，他们都会热情
地回应并主动参与其中。”李明洲说。

导师李学伟对他的影响很大。“我现
在取得的这一点成就，全都是李学伟教授
手把手培养出来的。他从学识、科学道
德、科研经费等方方面面影响和帮助着
我。”李明洲说。

有一段时间李明洲很苦恼，因为研究
成果突出，学校给予了这位“80 后”教
师连升三级的奖励，从副教授一跃成为教
授二级岗，这也引发了众多媒体的关注，

“我最希望大家关注研究的东西，而不是
我这个人”。比起站在媒体的镁光灯下，
他更愿意安静地守在实验室里，待在电脑
边，看着数字和图片，沉浸在科学的世界
中。

为此，他换了电话号码，推掉了一切采
访，导师李学伟也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
他很快摆脱了这种不适应，重新回到自己
喜欢的科学世界中，当起了标准的“宅男”，
在家看看资料，或者上网跟国外的同行探
讨问题，有时候周末连门都可以不出。

正是因为一直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所
以，当李明洲被问及在研究中有什么困难
时，他想了半天，乐呵呵说：“没觉得有
什么困难啊。”

在科学的世界里，每一刻都是新鲜
的、有趣的，他乐在其中。

聚焦青年长江学者

聚焦思政

李 明 洲
（右一） 向课
题组同学讲解
实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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