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大学 2 个项目入选教育部
首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首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名
单，内蒙古大学“数学分析课程虚拟教研室”“新闻学专业虚
拟教研室”成功入选。

据悉，“数学分析课程虚拟教研室”为课程（群）教学类教
研室，由数学科学学院教授贺飞牵头组建，主要围绕分析系
列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材建设开展活动，解决“如
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教学内容和方法如何适应当代大学
生”等教学问题。“新闻学专业虚拟教研室”为专业建设类教
研室，由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丽萍牵头组建，教研室
建设坚持“外引内联”跨区域协作，旨在解决内蒙古地区高校
新闻学专业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 （记者 白莲）

□本报记者 白莲

青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
要精心引导和栽培。作为补钙壮骨、固本培
元的人生必修课，思政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近年来，我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成效显
著，广大青年学子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更加
坚定，获得感、满意度、自信心稳步提升，爱国
情、强国志、报国行更加彰显，凝聚起为中国
梦矢志奋斗的青春力量。

坚定信仰，擦亮青春底色

“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就往哪
里走！”

内蒙古大学校史馆内，一位老人精神矍
铄，正聚精会神地给同学们讲述已泛黄的老
照片背后的故事。

他就是 64 年前响应党的号召援建内蒙
古大学，现已年近 90 岁的周呈芳教授。不
久前，周呈芳重归校园，为青年学子讲述党史
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把共产党人精神血
脉传承给广大青年学子。

“这是老一辈内大人矢志不渝坚守的信
念，彰显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崇高的道德品
格。通过对党史和校史的学习，我充分认识
到新时代青年人的光荣使命，我们要用实际
行动践行责任担当。”该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
院研究生郭荣说。

近年来，自治区积极推进高校马克思主
义学院标准化建设，打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学、研究、宣传和人才培养的坚强阵地，各校
创新性地开展思政课专题教学，及时主动回
应学生关切，让思政课有了全新的“打开方
式”。

赤峰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清华带
领 教 学 团 队 探 索 出 一 套 以 学 生 为 中 心 的

“1234”定制化教学模式，通过“听、记、思、展、
评”5 个环节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突破教与学
的隔阂，让原本枯燥的思政课堂变得“有滋有

味”。
内蒙古医科大学全区高校德育实践创新

精品项目《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工程--给大
学生讲中国故事》利用学校特色文化资源，以
刘其端、苏荣扎布等老一辈内医大人干事创
业的故事为蓝本，挖掘资源背后人物的优秀
品质和高尚人格，把家国情怀融入到思政课
教学之中，有效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
精神。

⋯⋯
随着思政课程创新改革深入推进，我区

实施了“一省一策”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创新
计划，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方式创新，结合学
生专业有针对性地开展主题思想政治教育特
色活动，更好地引导广大学生对百年党史以
及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热爱。

创新解读，展现“别样”青春

近年来，我区各高校还积极运用高新信
息技术，实施体验教学、微视频助学等教学手
段创新，探索混合式教学、情景剧体验等教学
模式，并依托地区革命传统教育、历史文化资
源等开展实践教学，不断深化思政课教学改
革创新，取得了积极有效的思想政治引导和
教育实效。

内蒙古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社会实践
临时党支部开展的“筑梦红色之旅勇担强国
使命”主题实践活动就是一堂有深度、有温度
的思政课堂：在历经战火洗礼的抗美援朝断
桥遗址，抚摸着桥上的累累弹痕，回望身后鲜
艳的五星红旗，学生于淼颇受感动：“回望历
史不仅让我们珍视志愿军烈士用热血换来的
新生活，还激励我们青年一代要为国家昌盛
接续奋斗！”

在接受课堂和实践教育的同时，更有不
少学生主动作为，成立宣讲团，拍摄微电影、
歌舞剧，在学思践悟中育人育己。

内蒙古大学“旗帜·领航”党史学习心得
系列分享会上，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和

“学生理论学习轻骑兵”走上讲坛，以诗歌朗
诵、微课堂、故事分享等各种形式，用充满热
情、饱含真情的语言讲述了党史故事。

“分享会前，我们认真查阅资料、精心排
练，这些经历使我了解了众多感人至深的中
国故事，也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该校马克
思主义学院学生赵文萱表示。

“思政课的意义还在于锻炼学生独立分
析、探索、实践的能力。”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傅锁根表示。

不久前，由内蒙古科技大学学生南定根
据真实情况拍摄的微电影《遇见最好的自己》
荣获第五届“我心中的思政课”全国高校大学
生微电影展示活动三等奖。该作品讲述南定
痴迷舞蹈并不断接商演而后收到学业预警通
知书，最终在思政课教师的帮助下，成功处理
好学业和业余爱好的关系，在舞蹈中绽放青
春、奋力拼搏的故事。“很幸运老师及时给予
我思想上的指引，拍摄微电影对我是精神上
的洗礼和升华的过程。”南定颇有感触。

大学生立足自身的专业背景，以年轻人
喜闻乐见的方式为同龄人讲述党史、解读共
产党精神谱系，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
为思政课堂的参与者、实践者，成为当下的热
潮。

在内蒙古艺术学院，一场场颇具“艺术范
儿”的思政课由课堂搬至舞台，《中华民族共
携手，抗击疫情砥砺行》以充满感情的讲述与
演奏，深深打动广大学生的心；《弘五四之正
气，扬青春之风采》在讲述的间余穿插情景剧
还原历史场景，精湛的表演让观众体会颇深。

“我们旨在增强大学生对思政课的参与
度和获得感，提升思政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达到打牢思想根基、理论根基和认识根基的
目的。”内蒙古艺术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走出课堂，激活青春动能

思想政治工作为学生点亮了理想的灯、
照亮了前行的路。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用中
国梦激扬青春梦，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飞扬
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区高校充分
发挥思政课堂主渠道作用，将全民抗疫中涌
现出来先进人物、感人事迹、家国情怀等元素
有效融入课堂，用心讲好战疫思政课，教育引

导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
怀、强化使命担当，取得明显成效。

这几天，呼和浩特发生的新一轮疫情虽
然延缓了学生返校的步伐，但耀眼的青春却
已在疫情防控一线闪耀。

“当我看到所在社区招募防疫志愿者时毫
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作为一名预备党员，同
时还是学生干部，我要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同时
积极投身志愿服务，展现青年力量，勇担时代
责任！”内蒙古工业大学化工学院学生徐瑞斯
说。

既有远大抱负，又要脚踏实地。在实践中
勤学格物，在奉献中汲取能量，广大青年学子纷
纷走出校园，在广阔天地中锤炼担当作为。

去年暑假，内蒙古师范大学 118 名大学
生奔赴包头市石拐区，围绕创城创卫劳动教
育、心理健康团队辅导等内容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将基层一线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生动课堂。

“实践活动是我们磨练意志、涵养情怀、
激发社会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感的思政大课
堂，作为新时代青年学子，我要努力奋斗，让
理想信念之花绚丽绽放。”内蒙古大学电子信
息工程学院学生敖国强表示。

“出彩”思政课：激扬青春正能量

□本报记者 白莲 通讯员 李宝乐

陈智峰，一位“80 后”创业小伙。
2007 年，从赤峰学院毕业后，他和很多

应届毕业生一样，经历了择业的挫败和迷茫。
经过认真思考，陈智峰决定重新规划自

己的人生——学习一技之长，从事自己喜欢
的事业。

随着对互联网市场了解的不断增进，他
发现在内蒙古真正拥有软件开发实力的公司
寥寥无几。市场上的软件公司大多数是从南
方代理一些互联网产品，再根据需求为客户
搭建产品。虽然成本低、价格低，但这类公司
其实很难根据客户的意愿完成个性化的定制

方案，内蒙古的软件定制开发市场潜力巨大。
2016 年，陈智峰联合几位朋友成立了一

家科技公司，专门为企业做应用软件定制开
发。

开业后的整整3个月，公司没有接到一单业
务，大家不免有些焦虑。经过不断的分析和业务
调整，终于陆续接到几个小单，这几个单子虽然
没带来多大利润，但终于可以支撑公司维持运行
下去了。

2017 年 5 月，公司通过合作，完成一套智
慧就业系统，并在这套系统中使用了 We-
bRtc 技术，使得基于浏览器企业可以在线实
时进行视频通话面试，这套系统投入使用后
得到用户的好评和认可，更加坚定了陈智峰
在创业这条路上坚持下去的决心。

2018 年，公司与包头本地一家同城物流
公司达成合作。陈智峰带领员工日夜奋战，
为该物流公司开发出一套新的物流系统，该
系统比原系统的每个快递送达时间平均缩短
了 20 分钟，为对方节约了不少成本，也为公
司带来了创业路上的“第一桶金”。现在，在
陈智峰不懈奋斗下，公司逐渐发展壮大，已是
一个拥有 21 人团队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

创业界有个不成文的说法，就是公司的
人数一旦超过 20 个，管理就会变得困难，陈
智峰深有同感。公司人员不多的时候，靠的
是“感情管理”。现在，除了软件业务研发，如
何管理好团队成了摆在他面前的有一个新的
难题和挑战。

陈智峰重新制定了严格的公司管理制

度，从考勤、项目绩效、晋升、岗位与职责、公
司文化等层面进行细致梳理，形成全新的公
司管理规章和运营制度。新制度带来立竿见
影的效果，每位员工干劲十足，相互推诿的现
象消失了，工作氛围变得轻松而融洽。

通过国家和自治区对中小企业的帮扶政
策，现在，公司聚焦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和产品
创新领域，在短视频平台上寻找突破口，帮助
更多企业在短视频这个互联网风口上获益。

“求新求变的互联网市场，缩小产品领
域，做精几款有竞争力的产品才能最大限度
为企业节约成本，提高竞争力。”对于未来发
展，陈智峰胸有成竹：“创业维艰，奋斗以成。
青年一代一定是积极向上的，青春就要努力
拼搏，不负时代！”

陈智峰：创业维艰 奋斗以成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近日，呼和浩特发生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在这次
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广大“80 后”“90 后”青年勇挑重担。

医护人员、志愿者、基层工作人员以及各行各业参
与疫情防控、坚守一线的人员⋯⋯年轻的他们在没有硝
烟的战场上无私奉献，用自己的行动，刻下青春的光荣
印记。

青春留痕

●正青春

●青春飞扬

●创新创业

●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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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既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又为青年学生成长赋能。在思政课的
教学实践中，创新手段、办法，把思政课做
实做优做强，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在实
处，是各高校正在努力探索的时代课题。

采访中记者发现，过去略显枯燥的
思政课，如今在我区不少高校中已经成
为大受学生欢迎的“网红课堂”。

思政课堂的火爆，究其原因，是学生
真正受益。在思政课改革创新的过程
中，“人”是关键。围绕学生、关照学生、
服务学生、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大学
生富有参与感和亲近感，而不是被动接
受大道理，这样的课堂，“红”得有理！

记者手记

□巴雅尔（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全国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区最美退役军人）

脚下沾满泥土 心中装满真情
●强国有我

强国宣言：时代赋予我光荣的使命，我要深深扎根
乡村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为乡村振兴作贡献！

2014 年春，我响应号召，主动报名投身脱贫攻坚战，被选
派到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兵州亥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我
的 7 年驻村生涯正式开启。

出行难，是多年困扰当地百姓的问题，我决定从解决公交
车停靠站点开始。一次次呼吁，一次次与当地公交公司协商，
终于，公司领导决定将64路公交车终点站向西延伸5公里。这
短短5公里，解决了沿线2个乡、5个村近万人出行难的问题。

2016 年，村里出现严重旱情，由于水位连年下降，机电井
年久失修，种地基本靠天吃饭。我与多部门联系沟通，最终
申请到 50 万元发展资金，为村里打了 5 眼机井、安装 4 台变
压器，并协调修缮灌溉渠道，配套 38 眼机电井，村里缺水的
问题终于得到缓解。

2017 年 12 月，两届第一书记任期结束，本打算回城工
作，可考虑到当时正是脱贫攻坚关键时期，经过思考，我决定
继续留在乡村脱贫一线。

2018 年 4 月，我主动向组织申请，前往呼和浩特市土默
特左旗善岱镇北淖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
开始了驻村第一书记的第 3 个任期。我决心要深深扎根在
农村广袤的土地上，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和大家共同努力下，2018 年底，
全村 3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现在，通过乡村振兴
项目，北淖村村民腰包也鼓起来了。

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我被授
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我内心充满感动——感谢
党和国家多年的培养，更要感谢这个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我一心扑在村里的大事小情上，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回
家，因此，照顾一家老少的重担就落在我爱人的肩上，但她毫
无怨言。刚驻村时，孩子才上一年级，现在已经上初中了。
有一段时间孩子委屈地问我：“爸爸，你是不是和妈妈离婚
了？”我把孩子领到工作的地方，孩子回来后在日记中写道：

“爸爸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在基层工作很多年了，为那里的村
民做了很多好事。我常常见不到他，但他总说，群众利益无
小事，共产党员就要为群众着想，为群众办实事。”

现在，我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干的还是基层工作。我深
爱这份工作，并且深深懂得：在基层，不要总想自己能飞多
高，而要看自己扎得有多深，路走得有多远。

（本报记者 张璐 整理）

巴雅尔和乡亲们同生活同劳作巴雅尔和乡亲们同生活同劳作。。

2022 年虎年大年初一，“合唱奥林匹克-世界合唱比赛”
创办方 INTERKULTUR 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举办了“世界
的回声”新春合唱音乐会。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生合
唱团受邀参加，表演了合唱作品《白骏马赞》。

音乐会上，多部由 INTERKULTUR 国际文化交流基金
会中国事务部与中国部分省市合唱协会共同推选的优秀合
唱作品轮番上演，向全球华人展示了顶尖的合唱水平。《白骏
马赞》作品的入选证明了该校音乐学院学生合唱团的实力，
他们带着悠扬的歌声走向国际大舞台，向世界递上一张内蒙
古文化名片。 （记者 白莲）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生合唱团参演
“世界的回声”新春合唱音乐会

蓝哈达爱心公益组织在进行义务消杀。

包头东车站派出所民警陈甜甜指引旅客有序候车。

医护人员在为市民进行核酸检测。
一位从事消杀工作的“90 后”社区工作人员的手。

孙晓菲 摄 （本栏目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孟和朝鲁摄）

□本报记者 白莲

在不久前落下帷幕的北京冬奥会上，有一支队伍格外引人
注目，那就是冬奥会志愿者们。在众多年轻的身影中，内蒙古
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惠文杰同学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回顾北京冬奥会志愿者选拔历程，经历过的每一项培
训、每一项考核都让惠文杰记忆犹新。

“2021年暑假我进入了张家口市城市志愿者的面试群，最
终通过张家口市万全区团委几轮面试，经过阶段性培训后幸运
地成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城市志愿者中的一员。”

讲解、献血、清扫道路，和大家一起捏冰墩墩和雪容融
⋯⋯回忆起志愿服务期间参与的活动，惠文杰记忆犹新。

“青春因慷慨以赴而更加精彩，世界因少年挺身向前而
更加瑰丽。能为北京冬奥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是我青春记忆
里最美的色彩！”惠文杰说。

一抹“志愿红” 擦亮青春底色

●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