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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河北日报《教育》专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总书记多次发
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教育之大计，根本在立德树人，

《教育》专版立足于此，开设《大思政》《深聚焦》《成长加油站》

《校园正能量》《青年学习会》等栏目，每两周刊出一期，旨在打
造一方展示青年学生风采和高校育人实践的菁菁园地。期待
全省高校师生和教育工作者积极参与，提供线索、踊跃投稿！

联系电话：0311—67562230
电子邮箱：hebeiribaojy@163.com

本期学习主题：

大一新生，如何迈好大学第一步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燕山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姚静：

点燃年轻人心头火种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致读者

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如何不负这个
伟大时代、做一名新时代的奋斗者？

今年暑期，我省高校组织开展了“寻访
总书记足迹 践行嘱托这十年”主题实践活
动。来自河北大学、河北医科大学、河北科技
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青年学生和教师，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的足迹，追寻他们心中
的答案。

在实践中倾听心灵被叩响的声音，在感
动中激发昂扬向上的力量。师生们边走边看
边思边悟，通过主题实践活动深入了解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燕赵大地发生的喜人变化，以当代青年的奋
进姿态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感受十年巨变 坚定理想信念

7月6日，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创
冀元”暑期社会实践队来到正定县塔元庄
村，进行实地调研与考察。

“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上世纪80年代，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经常骑自行车到
这一带调研；2008年1月和2013年7月，他先
后两次到塔元庄考察，亲切看望乡亲们，并作
出重要指示要求。”实践队队员、2020级西班
牙语专业学生刘晓娜深刻感悟到，正是因为
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塔元庄才发展成为
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幸福村。

“塔元庄之行，让队员们不再觉得乡村
振兴只是电视上、报纸上说的陌生名词，而
是能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的党的好政策。”带
队教师贡淼说。

在调研中，感受十年巨变；在体验中，坚
定理想信念。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过程中，咱们村有啥好的故事，给讲讲
呗？”7月16日，保定市阜平县骆驼湾村党群
服务中心，河北大学国际学院2020级新闻2
班的吕苏含正在和骆驼湾村党支部书记顾
瑞利亲切交流。

今年暑假，河北大学国际学院红旗先锋
队在雄安新区、阜平、正定等七地开展“新时
代，新青年，新空间”社会实践活动，寻找从
1930年出生的“30后”到 2000年以后出生的

“00后”等，听他们讲述眼中的河北发展变化。
吕苏含坦言，这是一次宝贵的实践经

历，不仅提升了新闻采访等专业能力，还加
深了对国家、对河北的了解，“我们生活在这
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拥有更优越的发展环
境、更广阔的成长空间，有什么理由不拼搏
奋斗、奉献社会？”

“我们组织开展这次活动，就是要让青
年们在实践中知国情、明社情、长才干，锻炼
毅力、培养品格、奉献社会，勇做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河北大学国际学院团
委书记程从军说。

服务基层百姓 感悟使命担当

在寻访总书记足迹的过程中，各高校青
年师生一方面感受河北十年来的发展与变
迁，一方面发挥专业特长服务基层百姓。

7月 14日，河北医科大学组织研究生学
院博士团以及部分青年师生代表共 50人组
成社会实践服务团，赶赴阜平县。

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医疗水平提升
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在阜平县美居家园小
区，社会实践服务团对居民进行了免费义诊
活动。义诊范围包括呼吸内科、消化内科、骨
外科、内分泌科等13个专业科室。

“实践中切身体会到基层百姓对优质医
疗资源和卫生服务的渴求。”河北医科大学
2019级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侯瑞琪说，这更加
激励我努力学习专业文化知识、提升实操能
力，为村民们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的医疗卫
生服务。

“零距离体验基层医疗工作，让学生在
实践中锻炼意志品质、增长才干，将学生个
人成长成才的‘小’理想融入奉献社会、服务
人民的‘大’情怀中。”河北医科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武宇明说。

中国有梦，青春无悔。社会实践中，各高
校的队员们都认识到把自己的梦和祖国的
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将奋斗的平台放在祖
国伟大事业上的重要性。

“投身乡村振兴大有可为。”这个暑期，
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乡约盛
夏，艺路前行”实践团队的师生们来到张北
县德胜村开展社会实践。

“通过这次乡村设计社会实践，让同学
们了解乡村，热爱乡村，进而培养乡村建设
人才。”河北工业大学规划系副教授魏广龙

说，这里的乡村建设让他们耳目一新，也让
学生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能进一步激发
他们提升专业水平，真正为乡村做一
些事情。

实践队员杨阳通过走访调
研，发现了自己对绿色低碳乡
村建筑知识的缺乏，“以后我
会经常深入乡村、学在乡
村，用专业回应村民的
需求，以实际行动为绘
就美丽乡村、赋能乡
村振兴助力。”

联系姚静很不容易，她太忙了！
开课题会、下企业调研、备课讲课……

作为燕山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副院长，姚静
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当当。

工作一项接着一项，压着茬，铆着劲，
“档期”紧张得很。

这种“紧张”，她也用在了教学上。
在燕山大学的机械工程学院走上一圈

儿，许多学生谈到姚老师，都会说，“经历了
一个从敬畏到敬爱的心理过程”。

敬畏，是因为她对教学质量的严。
对于课程知识，她总是讲完就测，限时

作业，逼着学生去听、去学、去巩固，提高课
堂学习效果。学生们都说，这招儿让他们感

到非常紧张，上课没人敢玩手机、开小差，课
后还得恶补相关知识。

虽然姚静的“严”出了名，但她的课堂却
总是坐得满满当当。

姚静的课叫做《液压测试基础》，看名称
感觉挺枯燥，但却被她上得妙趣横生。

在学生眼里，姚老师有“化繁为简”的本
事，“她可以用简单、巧妙的例子讲解复杂的
工程问题，让我们看到问题的本质”。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姚静经常思考，“学生注意力集中顶多

15分钟，怎么保证学习效果？”“课程理论性
较强，学生怎样才喜欢听？”……

不能仅靠“嘴巴讲讲、黑板写写”，于是，
她生出无数的“金点子”：

采用“活化教室”，把课堂移到实验室，
边讲边演示，让学生学中做，做中学；把重重

的液压元件搬进课堂，让学生拆装，确保每
个知识点都能“看得见，摸得着”；每堂课还
会“设卡闯关”，让学生自己去寻找问题的答
案；将专业知识和国家重型装备研发过程结
合，做到思政相融。

时间一长，即便是再有个性的“00后”大
学生，也逐渐喜欢上她的课，了解到了液压
的魅力。

“每个学生心中都有一颗火种，就看你
怎么把它点燃。”在姚静看来，培养青年人才
的需求迫切，要用老师心头的火，点亮青年
心中的火种。

这把“火”将不少学生引进了科研的大
门，王定煜就是其中之一。

2016年，他在姚静的课堂上萌生了对科
研的兴趣，如今已经是姚静团队的骨干。在
他眼中，科研时的姚老师有非常明显的“强

迫症”。做实验、写文章、做PPT，与科研相关
的任何事，姚静都精益求精，细到标点符号
也要仔细斟酌。

“做我们这种研究，智力不是决定因素，
严谨、勤奋才是第一位的。”在培养学生的过
程中，姚静更看重的是态度。每个学生进课
题室的第一天，她都会强调：“做科研，要做
好吃苦的准备，要求真求实，实验结果没有

‘差不多’。”
王定煜对此感受颇深。

“曾经，刚有新发现时便心切地想要发
文章，被老师泼了一瓢冷水。”王定煜说，“老
师要求我们对于新发现，要先保证‘实验结
果准确，能复现’，并且要把背后深层次的机
理原因搞清楚。”

“严”的效果很明显。近5年来，她团队中
的研究生取得国家级奖学金7人次，1人获省
级优秀学位论文，2人获校级优秀学位论文，
3人获得河北省研究生创新计划资助项目。

河北省教书育人楷模、河北省优秀教育
工作者、秦皇岛市“三八”红旗手、全国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核心成员……如今，姚静
赢得了很多荣誉，但她始终怀揣着育人为本
的初心，做那“点燃火种的人”。

又到一年开学季，很多大学新生第一次
离开父母、走进大学，过上独立住校的集体生
活。面对陌生的环境、全新的人际关系，很多
同学在学习、生活、人际关系等方面产生诸多
困惑和问题。如何帮助他们迅速融入未知新
环境、平稳度过适应期？河北经贸大学外国
语学院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室副教授
宋丹给出一些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

开学之初新生最容易遇到哪些问题？

“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和观察，新入学

大学生最容易遇到的困难包括对陌生环境
不适应、人际交往困难、找不到学习方法
等。”宋丹介绍，每年开学季，都会有新生咨
询学习、生活方面的困难。

“我很烦恼，不知道该不该参加学生社
团？”去年，新入学的小杨向宋丹倾诉了自己
的苦恼。为了让自己不虚度大学时光，小杨
参加了校学生会和很多学生社团活动，占用
了学习时间，想退出又担心失去锻炼机会。

“学生要以学习为重，不能舍本逐末，只
有具备专业技能才更有竞争力。”针对这一问
题，宋丹帮助小杨分析原因，找到问题根源，
建议他按照自己的定位和目标努力，选择与
专业相关的社团，达到理论和实践互补。

新生面临更多的问题是对环境的不
适应。

“刚开学的时候，有不少学生反映不适
应新环境，尤其是来自外省的同学。”宋丹
说，对环境的不适应还表现为人际交往困
难，与初高中不同，大家来自天南海北，交友
范围更广，还有各种社团、人际关系需要处
理。不少同学在这时会觉得自己缺乏人际交
往能力，不知道如何与他人沟通，最终产生
自卑心理。

如何尽快完成从高中生到大学生
的角色转变？

“新的环境、新的要求，新生们一时‘惶

恐’‘迷茫’都是人之常情。”宋丹说，“惶恐”
是在提示要积极改变，“迷茫”背后是希望明
确目标，学校和家庭应当积极关注新生心
理，帮助他们尽快度过适应期。

宋丹认为，对于高校来说，应当积极关
注新生的学习适应、心理情感适应等问题，
开设相应的专业导论课、心理团辅课，帮助
新生了解大学学习方式的基本要求，及时处
理新生的心理及人际交往适应问题，帮助他
们更好地融入新的环境中。

“以河北经贸大学为例，经过多年的探
索，学校形成了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咨询服
务、预防干预、平台保障‘五位一体’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格局，从新生录取起，就利用新
媒体进行心理辅导，让他们了解开学后可能
面临的问题，为接下来的校园集体生活做好
准备。”宋丹说。

此外，宋丹认为，家长要注意入学初这
段时间，给孩子们画好红线，打好“预防针”，
引导孩子做好心理准备。

河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党委书记曹志新：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充分体现了对广大教师的深切

厚爱，对广大师范生尤其是“优师计划”师范生的殷切期
望。我第一时间认真学习了总书记的这封回信，倍感温暖、
倍受鼓舞。

河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就是为了强化学校教师教
育学科建设、凸显教师教育发展特色而专门设立的。我们将
深入学习贯彻回信精神，不断提高师范生的培养水平。

在增长传道授业解惑本领方面，遵循师范生的教育成
长规律，建设培养培训一体化、职前职后相衔接的现代教师
教育体系；实施实践型教师教育变革，继续组织实施顶岗实
习支教工程，从职业理想、技能、职业规划等各方面，对师范
生进行全链条、全过程的培养；在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
设、5G+智慧教育等方面发力，回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
业态对教育变革的新要求。

要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不仅要提高传
道授业解惑本领，还要加强师德教育。下一步，我们将面向
基层、服务基层，提升农村教育硕士培养质量，让学生在基
层农村学校砥砺师风师德，增长才干，发光发热。同时，教育
引导广大青年学子珍惜时光，刻苦学习，砥砺品格，到祖国
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河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系2021级“优师计划”学生
陈韵风：

我是一名“优师计划”师范生，在学习总书记的回信时
更有感触。很荣幸成为“优师计划”的一员，未来扎根在祖国
和人民需要的地方、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是每一个“优师
人”的责任与使命。

在校期间，我将按照总书记的回信要求，认真学习语数
外音体美等全科课程，不断提升自己专业技能。我希望将来
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小学全科型教师，像张桂梅老师那样，带
着孩子走出贫瘠，用热爱托举孩子们平凡的梦想。

河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系2021级公费师范生王天宇：
我出生于张家口市宣化区洋河南镇。作为一个农村孩

子，我看过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神，也看过许多父母为供孩
子读书不辞辛劳的身影，深知教育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一
个地区的重要性。扎根乡村大地，投身教育事业，这是我选
择公费师范生的理由，也是我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不负师范生的使命，刻
苦学习，砥砺品格，打牢专业基础，提高综合素质，增长传道
授业解惑本领，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河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系2020级公费师范生闫艺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鼓励大家，毕业后到祖国和人

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
师。这将成为我未来的目标和动力。

我是沧州市海兴县人，那里的教育条件相对较差、教师
资源短缺，但是老师们的教育情怀坚定了我师范报国的志
向。进入河北师范大学读书后，学校为我们成长提供了丰富
的学习资源，我会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增长见识、增长才干。
毕业后回到家乡，为家乡的小学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河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2021级教育硕士张嘉暄：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当代师

范生肩担教育强国重任。
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教育硕士，不久后我将到正定县

的一所中学实习。在实践中，我将践行总书记对当代师范生
的殷切期望，不断提升专业理论知识，锻炼教育教学技能，
强化师德师风修养，让青春在教育实践中扎根，让信念在

“教育强国”的新时代发芽，让理想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
地方开花。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20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王衡：

今年暑期，我参加了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杏坛师
风”调研实践活动，深入到语文教学一线，真切感受到要成
为一名合格的师范生，成为一名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
老师，不仅要珍惜学校时光，刻苦学习，扎实自己的学识，增
长传道授业解惑的本领，还要不断砥砺品格，涵养高尚的道
德情操与仁爱之心。

未来，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努力提
升专业本领，坚定到基层教书育人的信念，毕业后到祖国
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
好老师。

（整理/河北日报记者 崔丛丛）

校园正能量

成长加油站

青年学习会

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师范大学
“优师计划”师范生的回信今年暑期我省高校组织开展了“寻访总书记足迹 践行嘱托这十年”主题实践活动

看燕赵发展新景 悟青年使命担当
河北日报记者 崔丛丛

图①河北医科大
学社会实践服务团队成
员给老人讲解医疗健康
知识。

河北医科大学供图
图②河北科技大学青春

逐“冀”实践团队成员参观塞罕
坝展览馆。

河北科技大学供图
图③河北科技大学青春逐“冀”

实践团队成员在塞罕坝景区和民宿周
边对游客进行问卷调查和采访。

河北科技大学供图

①①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 99月月 77日给北京师范大学日给北京师范大学““优师优师

计划计划””师范生回信师范生回信，，对他们寄予殷切期望对他们寄予殷切期望，，并并

在北师大建校在北师大建校 120120 周年和第三十八个教师周年和第三十八个教师

节来临之际节来临之际，，向该校师生员工向该校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广大校友表

示祝贺和问候示祝贺和问候，，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

祝福祝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入学一年来入学一年来，，你们你们

通过课堂学习和支教实践通过课堂学习和支教实践，，增长了学识增长了学识，，开开

阔了眼界阔了眼界，，坚定了到基层教书育人的信念坚定了到基层教书育人的信念，，

我感到很欣慰我感到很欣慰。。

习近平指出习近平指出，，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最早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最早

的现代师范教育高等学府的现代师范教育高等学府，，为国家培养了一为国家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教师大批优秀教师。。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学为人学为人

师师、、行为世范行为世范””的校训的校训，，珍惜时光珍惜时光，，刻苦学习刻苦学习，，

砥砺品格砥砺品格，，增长传道授业解惑本领增长传道授业解惑本领，，毕业后毕业后

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努力成为党努力成为党

和人民满意的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四有””好老师好老师，，为培养德智体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贡献力量贡献力量。。

②②

③③

主持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