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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经贸职院助力
新疆农特产品电商升级

本报讯（通讯员 熊传光）日前，浙江经

贸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教师赴新疆阿克苏市

阿瓦提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七团开办

农产品电子商务培训班，为当地农产品网络

销售出谋划策，解决了不少学员对电子商务

实践的困惑。

据介绍，此次是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连续第三年赴新疆开展电子商务培训。经过

之前两年的培训，已经在当地掀起了一股电

商的浪潮，诞生了较多“网商”。随着电子商

务的迅猛发展，当地对电子商务知识的需求

热度持续高涨。在此基础之上，本次援疆活

动为阿瓦提县、一师七团设计了中级电子商

务培训班，学员完成学习并通过考核者将获

得由全国供销总社颁发的“农产品电子商务

师”证书。

活动期间，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还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七团签署了“搭建学

院兵团合作平台，共同服务兵团发展”的战略

合作协议。今后，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将

围绕七团电子商务园区的产业发展开展深度

的后续服务。

宁波工程学院学生
勇救溺水同学

本报讯（通讯员 张明强）8月26日，回

老家江西修水过暑假的宁波工程学院学生王

波为救溺水同学，不幸献出年轻生命。日前，

王波被宁波市团委追授“宁波青年五四奖章”

荣誉称号。

王波生前是宁波工程学院会计专业大三

学生。当时他和几名老同学相邀到河边玩耍，

一名同学下河不久就遇到险情沉入水中。危急

时刻，王波两次奋力相救，结果同学安全脱险，

王波却因体力耗尽，被河水吞噬。据当事人回

忆，王波把同学拖向岸边后，路人曾将救生圈扔

向王波。王波却将救生圈给了和他一起救人的

同伴，让其先上岸。同伴刚上岸，王波就被卷入

了河底。等附近村民和当地派出所民警将王波

救起时，大家发现他已不幸溺亡。

据了解，修水当地政府正在按程序为其

申报“见义勇为”荣誉称号。宁波工程学院也

派出了师生代表赶赴王波家中进行慰问。

湖职院
启动首批名专业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施敏锋）近日，湖州职

业技术学院启动首批17个名专业建设，以对

接浙江省八大万亿级产业和湖州市“4+3+

N”产业体系布局，优化专业布局，丰富专业

内涵，适应区域产业发展需要。

据了解，该校17个名专业建设名单中，建

筑工程技术、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旅游管理、

国际贸易实务等4个专业获省高校“十三五”

优势专业立项，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子商务、物

流管理、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商务英语等5

个专业获省高校“十三五”特色专业立项。

新学年，湖职院将开展一系列改革。人

才培养模式方面将大力推进现代学徒制试

点、订单式培养试点、创新创业班试点、国际

化合作办学试点等，推进行业企业直接参与

课程开发设计与实施。此外，还将加大课堂

教学方式改革的推行力度，并改革课程教学

评价制度。

湖职院党委书记周家健表示，希望通过

改革，最终促使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实训基

地建设、技术技能积累和社会服务、国际合作

与交流等方面形成优势和特色。

□宣 勇

浙江外国语学院把学习青年习近平

精神的主题教育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立

德树人的全过程，引导青年学子在课堂内

外“学”“思”“践”“悟”，努力成为让党和人

民满意的青年大学生。教育活动开展以

来，大家的理想信念更坚定了，家国情怀

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得到激发，优良的校

风教风学风也在潜移默化中不断优化。

“学”是指聚焦青年习近平精神的核

心。学校统筹好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和社

会实践三大渠道，主要引导青年学子学习

青年习近平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爱国为

民的家国情怀、勤奋好学的进取精神、吃

苦耐劳的优秀品格这四个方面。学生的

学习教育覆盖到每一个班级、每一个寝室

以及每一个留学海外的党小组。

我们强调“思”，是要引导青年学子在

思想多元的复杂环境下，进一步坚定理想

信念、坚持正确立场，牢牢把握住青春前

进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的立身之本

在于立德树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

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

谁培养人这些根本问题。最近总书记给

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的大学生回信

当中又讲到，希望他们扎根中国大地了解

国情民情，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

在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品质，在亿万人民

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伟大奋斗中实现

人生价值，用青春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

于历史的华彩篇章。总书记的七年知青

岁月完美生动地践行了今天他对青年学

子的期待，作出了典范。

广大青年学子学习青年习近平，有助

于树立与时代主题同心共向的理想信念

和价值追求。青年学子要勇敢担负起历

史重任，扎根中国，让个人梦想与家国情

怀、与中国梦同频共振，为时代注入青春

气质；青年学子要勤于学习、敏于思考，努

力走在创新创业的最前沿；青年学子要从

容面对时代所赋予的磨砺和挑战，迎难而

上，搏击奋进；要求真务实、脚踏实地，“从

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用勤劳的双手、一

流的业绩成就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这

些正是学习青年习近平精神的当代价值

所在。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所有的“学”与“思”终归还是要落实到

“践”上。今年暑期，浙江外国语学院组织

了数十支社会实践队伍，分赴全国各地追

寻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其中一支抵达

了总书记学习工作过的梁家河。当梁家

河村支书为师生们生动讲述总书记知青

岁月里那些感人的场景和故事时，所有师

生的心灵都受到了震撼。学校还与延川县

委签订了共建“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的

学习教育实践基地协议，发挥学校的学科

优势，在教师培训、旅游规划、电子商务、结

对扶贫等方面给予智力支持。许多师生

也与当地贫困学生进行了结对帮扶。学

校的相关部门还与当地达成了协议，明年

暑假学校将派志愿者到梁家河，专门为到

梁家河的参观者作义务讲解。

通过一系列学习活动，我们的思想政

治工作有了更好的成效，也给学生带来了

新的“悟”。首先，榜样教育是思想政治工

作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我们每个时代、每

个民族、每个领域都需要有榜样、有英

雄。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就是要从人

民领袖的成长历程中汲取自身奋发向上

的磅礴力量。

其次，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触动心

灵，激发内心深处的感情认同。要在思想

上信赖核心、政治上维护核心、行动上紧

跟核心，最基础的是要在感情上爱戴核

心，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情认同是最深沉最

真挚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

岁月中一个个案例、一幕幕场景，有血有

肉、真实感人、启迪心灵，大家愿意讲、愿

意听，也愿意学，充分激发起了师生们的

情感认同和真心爱戴。

此外，这种追寻思想源头的学习，也有

助于青年师生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七年知青岁月，是

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

“渊源”和“初心”。追寻总书记成长经历，

寻找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思想源

头和治国理政的实践开端，有助于青年学

子更加深刻直观地理解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的精髓要义，从而筑牢思想根

基，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

学习青年习近平精神的当代价值

□本报通讯员 庄美燕

可能很多人都见过秸秆焚烧，但大

多数人只是看过一眼，就捂着鼻子匆匆

路过。今年从嘉兴学院生物工程专业毕

业的邱浩峰却从中看到了改进的可能，

甚至找到了科研创新、投资创业的机

会。一个最初的想法像“滚雪球”一样，

成为他不断努力的源泉和基石。他本人

也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

“浙江省十佳大学生入围奖”等荣誉。

刚入学不久，邱浩峰就加入了学院

的实验室团队。大一那年暑假，邱浩峰

没有回家，选择继续留在学校，和几位学

长每天“泡”在实验室里，反复进行秸秆

快速腐解的实验研究。一次机缘巧合，

他意外发现秸秆快速腐解后的提取物对

酵母的生长速度和抗逆性有非常好的促

进效果。这一实验结果让大家备受振

奋，大家萌发出开发一种新型酒精发酵

助剂的想法。在完成大量实验之后，邱

浩峰等人还联系了嘉善黄酒股份有限公

司等多家相关企业进行试验，并取得了

不错的效果。

在取得教师和学校的支持后，他决定

带领团队参加“挑战杯”竞赛。“挑战杯”竞

赛被誉为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的“奥林匹

克”，他希望能够借这次比赛把团队的研

究成果进行推广。通过激烈的竞争，他们

的作品《秸秆快速腐解制备酒精发酵助剂

的技术研究及应用》最后在省赛中获得了

一等奖，并取得了参加国赛的资格。

在准备国赛期间，邱浩峰经常忙到

凌晨一两点，有时是为了查阅更多资料，

有时是为了获得更准确的实验数据。最

后，全国二等奖的好成绩收入囊中。邱

浩峰说：“那时我的状态，用废寝忘食来

形容也不为过。”

在参加完“挑战杯”比赛后，邱浩峰

希望把这项新技术更好地推广出去。大

三那年，他和一些有共同创业意愿的同

学一起创建了嘉兴市越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开启了创业之路。公司本身不生

产任何产品，只为需要对秸秆进行焚烧

的工厂派遣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指导。之

后，这家公司成功入驻嘉兴学院大学生

创业园，目前已经在华东地区得到推广

和应用。

由于在创新创业方面取得的成绩，在

嘉兴市评选2015年年度关键词代表人物

时，邱浩峰被评选为嘉兴市当年度关键词

“创新创业”唯一代表人物。在2016年7

月，邱浩峰受日本方面邀请，参加了“日

本·亚洲”优秀青年科技交流项目——“樱

花计划”，与日本师生进行创新创业方面

的讨论交流，相互学习。他发现秸秆问题

不仅仅困扰着中国，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

题，日本方面也有相关的研究。

随着创业的深入，邱浩峰感觉自己

遇到了新的技术瓶颈，“只有在技术领先

的前提下，才能让创业梦想走得更远、更

稳”。于是，他考取了宁波大学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希望通过

继续学习，让创业之路走得更远。

专家专家 点

夏日里最亮丽的“一抹红”
——“百万学生走出校园，十万党员走进村社”暑期社会实践服务月活动侧记

邱浩峰：一个金点子的“滚雪球”效应

日前，“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首届
3D打印与智能制造技能大赛”在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举
行。来自全国68所高校以及南非、俄罗斯等金砖国家的
300多名技术能手展开了精彩角逐。本次大赛由教育部、
工信部指导，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主办，杭州职业技术学
院等单位联合承办。图为中国选手展示经 3D打印的参
赛作品“IRONMAN可穿戴式铠甲”。

（本报通讯员 王 川 摄）

智能“大潮”来袭

□本报记者 汪 恒

作为党员，浙江师范大学的学生辅

导员申屠盼晨7月里参加了两场“红色”

实践活动：一是作为教工党支部成员，

去武义县大田乡参观革命烈士陵园，并

和当地的村党支部结对合作；二是作为

指导教师，带学生前往金华的艾青故

里，寻访革命足迹。

时值暑假，我省高校16万余名师

生党员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却并未

因此偃旗息鼓。根据省委教育工委的

部署，全省108所高校统一组织开展了

“百万学生走出校园，十万党员走进村

社”暑期社会实践服务月活动。

“这项活动是当前推进高校‘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

载体之一，借此鼓励广大师生党员在假

期中深入基层、走进农村，通过实践和

体验，增长才干，也让自身受到教育。

而且今年适逢村社换届，对师生党员来

说也是一个很好地了解和观察基层法

治的机会。”省教育厅组织处处长陈仁

坚告诉记者。

近日，本报记者连线多所学校的师

生党员，了解他们发挥自身作用，投身

“红色”实践的故事。

访往昔，传红色薪火
走过当年粟裕率领红军打过游击

战的大山沟，在开化县第一个地下党支

部油溪口触摸历史，在艾青故里回顾他

创作的抗战题材革命诗歌……浙师大

一群95后学生有了难得的“红色”体

验。学校组织开展了“参观一个红色基

地，寻访一位革命老人，采访一名优秀

党员”系列活动。仅申屠盼晨所在的经

济与管理学院、中非国际商学院就成立

了3支实践队伍。身残志坚，独臂置办

钢厂解决村民就业的胡群伟；重视教

育，在洪灾中为学生抢救出书籍的金维

贤……与这些优秀党员的走访交流让

大家深有感触。申屠盼晨说，活动的效

果比预期的还要好，半个月的时间里，

大家沉浸其中，彼此交流也很多。

浙江财经大学今年专门组织了20

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社会实践队

伍。其中一支来到龙泉市岩樟乡开展

了为期10天的“与党偕行，情暖岩樟”

实践活动。大家通过实地走访和面对

面交流，在10天时间里将当地老百姓

的回忆编纂成册并刊印出来，以回忆录

的形式重现了岩樟乡的建设历程。大

家借此深切体会到了当地社会经济发

展的巨大变化。

了解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浙师大

2016级学生方珦企所在的校党员之家

前不久组织了一次去乐清社区的红色

宣讲系列活动。这次宣讲的主题定为

“剿灭劣Ⅴ类水”和“一带一路”。为了

保证效果，他和同学们花了一番心思。

“‘一带一路’的概念相对抽象一点，我

们就把温商的发展也加进来，探讨它与

‘一带一路’之间的紧密联系，让群众更

好理解。”

走一线，服务增才干
今年夏季高温少雨，让不少茶农担

心起茶叶的灾情。浙江农林大学组织

了3个茶产业服务党员小分队赶往了开

化、遂昌等省内主要茶叶产业地区，开

展精准服务。其中一支带队的便是副

教授梁慧玲，她和6名学生一起来到开

化，拜访了当地农业部门和知名茶企，

还采集了当地茶园的主要杂草样本，帮

助茶农制订茶园管理方案。几天下来，

梁慧玲更看重活动对学生们的锻炼。

“这是培养学生‘三农’感情的好机会。”

学生罗茜就是开化本地人，她说在茶园

里看到阿姨们在烈日炎炎下辛苦拔草

的场景时，心中震动很大，觉得她们很

不容易。“今后还会继续参加类似的实

践，努力让家乡的好茶在市场上走得更

远。”罗茜告诉记者。今年，浙农林大围

绕“科技支农”“科技兴林”“有机农业”

“剿灭劣Ⅴ类水”等主题，发动师生党员

结合自身学科优势，走进田间地头。

将专业所学和实践相结合的还有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院的师

生党员们。今年，他们在义乌当地有

“中国网店第一村”之称的青岩刘村展

开了调研。教师余雅晶说，对于打算创

业的学生来说，能和创业人群接触、亲

临创业第一线是最好不过的锻炼。而

对方社区党支部也恰好希望有人帮他

们做创业环境方面的调查。最后，学生

们发放并收回了300余份问卷，给当地

提出了创业引进政策、市场合理布局与

管理等方面的建议。学校今年暑期推

出“党建+创客文化”服务活动，关注地

方电商行业的发展需求，充分发挥了师

生党员的智慧。

怎么让实践服务的影响力变得更

大？浙财大会计学院师生党员在赴海

宁海昌街道和火炬街道的实践活动中

采用了网上直播的形式。他们把和社

区儿童讲授安全知识和环保知识的情

景搬上网络，5天下来观看人数累计达

到了4.9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