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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青年大学生的成
长。他在和大学生的座谈讲话以及回信中，对
他们的学习提出了热切的寄语和希望，并在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全面阐
明了学习目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等问题，形
成了系统科学的学习观。大学生须深刻领会
并切实贯彻这一学习观。

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立志是习近平总书记给大学生常讲的问

题。他引用古语“功崇惟志”，说明立志是一个
人建功立业的前提。近日他在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
话“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指出大学生“要
励志”。

2013 年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
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
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从实际
情况看，部分大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沉
迷于游戏、微信而不能自拔，就像茫茫大海上
一条没有航标指引的小船。因此，立志实属新
时代大学生的当务之急。

新时代大学生要立鸿鹄志。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大学生的讲话和回信
中，语重心长地勉励他们“要志存高远”“立鸿
鹄志”，要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而奋斗的志向。他指出：“中国梦是全国各
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
立的远大理想。”

新时代大学生要坚定不移为远大志向而
奋斗。当前，一些大学生虽有远大理想信念但
易动摇。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青年的讲话中反
复强调要为理想信念奋斗终生，指出“幸福都
是奋斗出来的”，非常有针对性。“立鸿鹄志”

“做奋斗者”，理应是大学生的自觉追求。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大学生要实现中国梦的远大理想，首要任

务是学习。需要指出的是，学什么的问题和大
学“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密切相关。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简明
深刻地回答了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大学
生学什么”的问题。

关于德育
修身立德，是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年大学生

讲话中的重要话题。在他看来，德对于个人和
社会来说具有基础性和方向性意义。大学生只
有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个人的才能方
可用得其所。他要求学校把德育放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从目前情况看，各类学校普遍存在重
智育、轻德育的问题，这也是一些大学生出现问
题的重要原因。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十
八大以来，特别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要求大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中国古人在修身律己、处世待人等方面的
大量论述，是帮助大学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立德树人重要论断的重要资源。孔子曾教
育儿子：“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一个人如

果不学习行为规范，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古
人把修德作为立身之本，说明立德极端重要。

关于智育
智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知识是每个人成才的基石⋯⋯要
通过学习知识，掌握事物发展规律，通晓天
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他指出，大
学生既要打牢基础知识又要及时更新知识，
既要刻苦钻研理论又要积极掌握技能。他还
特别强调读书，而且他自己就是爱读书和博
览群书的模范。

注重学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古以
来的思想家、教育家都特别强调读书学习。诸
葛亮在《诫子书》中讲：“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
才。”人在任何时候开始学习都是有益的，《颜
氏家训》中说：“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
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这
些论述对大学生理解学习的意义很有启发。

关于体育和美育
对于大学生体育，习近平总书记也有很多

论述。他在南京看望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中
国体育代表团时，要求广大青少年既把学习搞
得好好的，又把身体搞得棒棒的，做到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将来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材。
清代名臣曾国藩、胡林翼，在家书中都强调多
锻炼身体的必要性。

美育对于大学生的成长来说也非常重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我们要培
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希望广大
文艺工作者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真
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更要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
华审美风范、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勤学笃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既要有高尚品德，又要有真才实学。”
怎样才能成为具有高尚品德和真才实学的大
学生呢？这属于学习方法的问题了。

如何修身立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学生“要自觉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要达
到这一要求，需要做到这样两点。

明德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核心价值观就
是一种德，不仅是个人道德，也是一种大德。他
指出：“知识是树立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因
此，大学生要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必须具有道德方面的知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量讲话，就是给大学
生普及道德修养知识。所谓“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道。”这是说，人们只有学习才能知
道做人的道理。在古人看来，要成为有德的
人，必须先读书明理。

笃实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要修身立德，
仅仅明德是不够的，还要加强道德修养、注重
道德实践。他指出：“学到的东西，不能停留在
书本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行
动上，做到知行合一。”这就需要有“笃行”的功

夫，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
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

题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要从日常生活
中的小事做起，要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起步，

“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踏踏实实修好公德、私
德，学会劳动、学会勤俭，学会感恩、学会助人，
学会谦让、学会宽容，学会自省、学会自律。这
一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深厚基础，宋代学
者袁采曾说，“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

如何成就才学？
掌握“真才实学”，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学

生的殷切希望。但是，如何求得真学问？怎样
练就真本领呢？

勤学深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学之
要贵在勤奋、贵在钻研、贵在有恒。”就是说，求
得真学问，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勤学不倦。他
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说，大学生学习“要惜
时如金、孜孜不倦，下一番心无旁骛、静谧自怡
的功夫”。二是专心有恒。他指出，大学生学
习“要突出主干、择其精要，努力做到又博又
专、愈博愈专”“心浮气躁，朝三暮四，学一门丢
一门，干一行弃一行，无论为学还是创业，都是
最忌讳的。”三是细心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大学生在学习和实践中一定要和思考结合
起来，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思考，
领悟事物发展中的规律和道理，形成系统而不
是碎片化的见识。

身体力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是
提高本领的途径。”通过实践提高本领，需要做
到两点：其一是要坚持学以致用，其二是要苦
干实干。他在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
班学员的回信中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
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关于学以致用
的论述。汉代孔臧对其子说：“训曰：‘徒学知
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学者所以饰百
行也。”清代学者汪辉祖说：“‘人’是虚名，求践
其名，非实做不可。”这都有助于大学生领会实
践的重要性。

新时代的大学生，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
引的方向，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深入领会并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包
含的科学学习观，为实现中国梦释放青春激情、
矢志艰苦奋斗、勤学笃行，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本文系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建设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相关问题研究”[15JD710075]成果）

新时代大学生
应树立什么样的学习观习观

陆信礼

舞蹈和我们的生活、学习
紧密相连，老年人的广场舞，
各种民俗节日里庙会、社火、
游园会里的各种舞蹈形式，校
园里各种与节日有关的社团演
出、活动，等等，都会看到翩
翩起舞的身影。

“舞蹈”属于时间性与空
间性并存的艺术形式，是以人
体为表演中介的动态艺术，表
达着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
在高校中普及舞蹈特别是中国
民族舞蹈，对于激发大学生审
美情感、生命活力，提升创造
力，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

民族舞蹈凝结着民族精神

舞蹈起源于远古人类在生
存、发展中对于劳动、狩猎、
生产、战斗操练等活动的模拟
再现以及图腾崇拜、巫术宗
教、祭祀礼仪等活动的情感表
达。中国的民族舞蹈积淀着中
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审美情
趣、风俗习惯等，对于本民族
的形成、迁徙、居住环境、经
济基础、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
都有所反映，自古至今流传下
来的乐舞以及理论知识都是非
常宝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民族舞蹈的独特风格
和鲜明特色是“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例如，傣族舞蹈中
的步伐元素“拔泥步”，正是
傣家的“小卜少”（傣语，小
姑娘） 在稻田里一脚深、一脚
浅的劳作写真；蒙古族舞蹈的

“抖肩”元素，正是牧民在辽
阔的大草原上纵马驰骋的真实
体验。当围观的人们看到这些
来自身边的熟悉动作，往往可
以一人呼万人应，情不自禁地
加入这个群体。这时，他们都
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起传承的
义务，并在不断积累、加工的
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
色和风格。由此，中国民族舞
蹈才生生不息，世代相传。

在高等教育中有特殊价值

科学和艺术是连在一起
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在科学
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他曾经说过：“正因为受到这
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才能
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
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
一点。”“我的灵感，许多就是
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中国民族舞蹈作为一种重
要的艺术形式，对于当代大学
生的精神风貌和创造性学习、
研究，都具有积极作用。

学习中国民族舞蹈可以让

大学生追求美，对生活和未来
充满激情。

舞蹈，追求真、善、美的
完美统一，舞蹈的基础是生活
本身，在提炼升华的艺术中，
把自然美、社会美升华为艺术
之美。在中国民族舞蹈丰富多
彩、热情欢快的外在形式之
下，蕴藏着无比丰富的内在意
蕴，我们可以称之为民族精
神。这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正是舞蹈生生不息、流传至今
的真谛所在。中国的民族舞蹈
表现的都是真实的内在情感，
或欢乐，或痛苦，或忍辱负
重，或激昂热烈。先人用舞蹈
来自我娱乐，通过舞蹈来表达
先民的原始思维与原始情感，
数千年后的今天，这种自娱性
的舞蹈形式仍然能够让人感受
到自我显示的形体之美、气质
神韵之美、节律之美和力量之
美，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

学习中国民族舞蹈可以增
强一个团队的责任感和凝聚力。

一个团队为了生存和发
展，需要一种团结的力量，这
种力量正是社会心理凝聚的象
征。而中国民族舞蹈的传承在
大学生认知的心灵撞击中可以
显现出的意义和精神，正是一
个民族相互依存的向心力和凝
聚力的体现。这种力量的体现
是人们之间相互依存的一种表
达，学生可以通过学习中国民
族舞蹈这一形式来表现自我的
生命价值，感受集体的向心力和
凝聚力。中国民族舞蹈的表现
形式多以群舞的形式呈现，这种
形式让一个群体长期融合在一
起，审美、思想、信仰、步伐和情绪
表达的和谐，加深了这个群体的
凝聚力和自豪感，并成为一个群
体特有的标志。

学习中国民族舞蹈可以提
升大学生的创新与创造能力。

舞蹈从早期原始的身体萌
动发展成社会性的一种情感表
达方式，从无意表达到托物言
志，从简单的祭祀娱乐到刻画
人物、深入表现人们的内心世
界，每一次对生命意识的反思
和探索，都是一种超越。

艺术的创作不能像科学研
究那样，除了遵循一般的认知
逻辑，更要遵循特殊的情感逻
辑。情感是艺术创作的动力之
一，创作过程必须融进创作者
主观的情感和想象力，才能达
到情感思维的呈现与表达。现
代社会中，情商显得至为重
要，在现代社会环境中，个体
与他人的“协作能力”比起个
体自己的“单打独斗”更能获

得成功。传承中国民族舞蹈，
有助于培养和开发大学生的审
美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还
可以调动、提高大学生对社会
的关注力。

须在高校传承与创新

进入 21 世纪，人类社会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科教
兴国、信息革命、创新改革、
素质教育等已经成为这个时代
的重要音符。儒家的“乐教”
提倡通过艺术完成对社会的道
德教化，通过各种美的教育让
社会的伦理规范深入到每个人
的内心深处，而成为个体的自
觉要求。今日，舞蹈教育作为
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迎
来重要的发展时机，舞蹈教育
除了培养专业的舞蹈人才，也
在向着国民教育和各级各类的
高等院校开始普及。高校的舞
蹈教育工作者应该明白，在当
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中，自信
心与创造力是首要的素质，敢
于担当，有明确的理想和信念
的年轻人步入社会后才可以在
自己的工作中发挥能动性，将
自身的无限潜力爆发出来，主
动承担起建设国家的重担。

中国民族舞蹈是中国传统
文化发展至今沉淀下来的活标
本，高校大学生在学习中国民
族舞蹈时不能停留在“原生
态”，需要与时俱进，用新时
代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我们
要以谨慎的学习、继承和立足
于创造性发展的态度对待中国
民族舞蹈艺术，使中国民族舞
蹈文化不断丰富，不断提高。

在素质教育全面推行的今
天，高校艺术教育越来越普
及，尤其是北京市的高校，艺
术类课程开设得多种多样，单
是舞蹈素质教育方面就已经包
含了理论、实践、赏析、创作
等多门课程，舞蹈教育已经走
到了全国高校前列。一些高校
的学生舞蹈团也在以第二课堂
的形式诠释着舞蹈素质教育在
大学教育中的重要性，舞蹈团
的学生在校园中的活跃也影响
着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
和传承。长期以来，“全国大
学生艺术节”“北京市大学生
舞蹈节”等比赛活动中，各高
校学生舞蹈团以中国民族舞蹈
的元素谱写着当代大学生对自
己、对社会、对世界的认知和
自信，用他们的方式记录着、
传承着中国民族舞蹈，并将之
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
学艺术学院）

“舞以达欢”的校园如何激发生命活力
杨洁

教育下午茶

高端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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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全面阐明了学习目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等问题，形成了系统科
学的学习观。大学生须深刻领会并切实贯彻这一学习观。

为中国梦奋斗 视觉中国 供图

整合职教资源
湖南基地品牌化特色化

基地成立以来，我院依托商务行业
背景，充分挖掘湖南省在轨道交通、工
程装备制造、水电工程设计与施工、数
字艺术传媒技术、陶瓷烟花设计生产等
方面的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为第三世界
国家培养商务官员和相关技术人员。援
外培训学员规模大，项目品牌化程度
高，形成了我国援外培训工作的湖南特
色。

从 2010 年至 2017 年共承办援外培
训项目 183 期，其中部级官员班 14 期。
2017 年我院承接商务部门下达的 53 期援
外人力资源合作项目，除一个项目因外
方原因取消外，其余 52 期项目顺利结
业，其中包括 4 个部级官员研讨项目。
相比 2016 年，项目数增加 36.8%，培训
人数比去年增加 65.3%。52 个项目共培
训 1698 人，学员来自非洲、美洲等 101
个国家及 1 个国际组织。项目工作语言
包含英语、法语、葡语、阿拉伯语等 6
种语言。

在承办的 183 期项目中，职业技术

项目 46 个，教育类项目 2 个。

依托培训载体
文化传递进课堂进心灵

针对援外参训学员来源广、规格
高、影响大等特点，我院在培训过程
中，普遍开展我国国情教育，分享我
国在国计民生方面的战略思路和具体
措施，为学员介绍“一带一路”的美
好蓝图和愿景，宣传和介绍党的十九
大的动态与精神，帮助学员全方面了
解中国。

同时，针对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参训
学员，合理安排中医、武术、书法等课
程，安排学员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参观和体验，带领学员
到文化景点、风景名胜参观访问，以此
宣传和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我国的
大好河山。

这些课程设置和课后体验帮助参
训学员全方面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国情
与政策，接触和体验中国的优秀传统
文 化 ， 感 受 和 认 知 中 国 的 自 然 资 源 ，
对于提升培训的效果有着润物细无声
的效果。

广交世界宾朋
湘企出海有捷径有成效

我院充分利用援外培训，以到企业
参观考察为窗口，以座谈交流为基础，
以积极参与大型经贸活动为平台，以产
业联盟为载体，放大援外培训效应，帮
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学员了解湖南，促
成更多湖南企业与发展中国家在相关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

2017 年，我院共组织援外培训班学
员到中车集团、中联重科、湖南广电等
30 多家企业参观考察，并组织学员与这
些单位的销售等人员和技术专家进行了
多场座谈交流。2017 年中车集团通过援
外培训平台，其旗下的多个子公司都在
拉美地区找到了商机：中车四方、时代
电气等公司已签订各类项目金额近两亿
美元，后续还有多个项目正在洽谈中。
中联重科也通过援外培训平台获得了位
于肯尼亚的非洲最高楼设备订单。中国
城酒店联盟与参训学员国签订了 21 份国
际合作备忘录。

援外培训平台让湘籍企业在走出去

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商机，得到了实实
在在的利益，成了湘企出海的终南捷径。

打造国外基地
苏丹模式可复制可推广

苏丹恩图曼培训中心由我国政府部
门于 1989 年援建，2013 年又全面提质扩
建；学校环境和设备设施得到全面提
升，在硬件设施上初步具备了现代职业
学校雏形。但由于苏方在学校管理、教
学和师资队伍等诸多方面远跟不上现代
化职业教育要求，援建的绝大多数设备
设施基本不会使用，没能有效发挥我们
援建投入的作用。2016 年，我院通过竞
标成功获得援苏丹恩图曼职教技术合作
项目，该项目是目前全国职业教育领域
正在实施的较大对外技术合作项目。

项目实施过程中，我院向苏方派遣
16 人专家组，对恩图曼培训中心的教学
和管理进行现场指导，该校的运行出现
了新的面貌。学校既具中国特色又符合
苏丹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理念正逐步形
成；各项规章制度和运营管理机制已初
步建立；人才培养标准和质量评价体系
正在逐步建立；教师的实践和理论教学

水平明显提高，大多数教师能熟练运用
教学设备设施开展教学；从专业论证、
课程标准设计和教材编写、专业教学、
实训指导、职业能力测试到就业指导在
内的全流程系统性专业开发能力得以提
升；60 余项智力成果编制目录已确立，
10 个专业的教学课件和教材建设稳步进
行；校园文化建设工作正逐步推进，校
园面貌变化显著，中苏文化正在校内融
合，学校影响力明显提升，该校 2017 年
秋季招生火爆。

这种依托中国援建的职业学校，进
驻中方专家团队，从体系、标准、机制
等顶层设计着手，辅以师资、制度、管
理方面的培训和系统构建，落实到教
材、工具、流程方面的编制和开发，帮
助外方职教中心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软
实力，形成一个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当
地实际，既有完好硬件支持又有配套软
件支撑的现代化职教中心模式。这一模
式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并不断完
善，对于我国在其他友好国家援建的类
似项目具有样板示范工程的意义，可以
在类似国家和地区的项目中进行复制，
在更大层面和领域进行推广。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桂诚）

走出去 向世界传递职教价值
——以湖南外贸职业学院承担的对外援助为例

2010 年，国
家商务部门设立国
际商务官员研修基
地，我院获批全国
四个基地之一，成
为承担商务部门对
外援助培训政治任
务和援外技术合作
项目的主力军。通
过援外项目的组织
和实施，成功向世
界传播了优秀的中
华传统文化、现代
化的管理方法、先
进的各类技术和全
面的职业教育理
念，在代表中国出
色完成传递友谊任
务的同时，也代表
湖南向全世界传递
了职业教育的价
值，成为职教走出
去过程中一道浓烈
的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