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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课程，作用不可替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责任重
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对来自全国的164名一
线思政课教师的亲切叮嘱，让人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

“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
务。”从大思政的角度看，辅导员归属于思政教师行
列，且因其职能的特殊性，辅导员更多时候是寓思想引
领于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中。每一次精心组织的班会，每
一次情真意切的谈心，都可以成为辅导员的一堂思政
课。正是这经年累月的陪伴和事无巨细的关心，拉近了
辅导员与学生的距离。

相比专业课教师，辅导员要教给学生的道理往往概
念抽象、叙事宏大，容易让学生们形成先入为主的刻板
印象，进而心生抗拒。面对处在思维最活跃阶段的学生
群体，一些辅导员整日埋头于案牍文书和纷繁事务中，
常常忽略了对思政教育工作的思考创新，有时甚至回避
或绕开了学生关注的一些敏感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
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近距离就是开展思想引领的最大优
势，除了书本上的知识点，还有生活中的“小故事”。
避免思政工作的“曲高和寡”，更须注重“润物无声”，
让学生“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亲其师：传递“身正为师、长情陪
伴”的暖心温度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政课，
关键在教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人格要正，以明德
引领风尚，以崇高精神塑造灵魂，有堂堂正正的人格，
对学生才有吸引力。辅导员是为学生传道解惑的师者，

要通过严格自律塑造自己，修炼自己，用高尚的人格感
染学生、赢得学生、触及灵魂，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
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辅导员应有信仰、有
情怀、有担当，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树立高远的
理想信念、良好的道德品德、高尚的思想情操，时时刻
刻以应有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做为学
为人的表率，做让学生喜爱的人，做让学生亲近的人，
更要做让学生信赖的人。

辅导员也是一份以真心换取真心的职业，其日常管
理服务工作的本质就是陪伴学生成长。不管是党课教
育，还是心理健康；无论是奖助评定，还是就业指导，
都倾注着辅导员对学生们无微不至的关爱。辅导员对待
学生应始终怀有“大爱”，将思想引领融入到暖心的长
情陪伴当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化

“大爱”为点滴感染人心的力量，搭建直通学生心理的
桥梁。辅导员要走进学生的生活，不仅要出现在课堂，
还要出现在宿舍和操场，了解学生，贴近学生，建构起
了师生之间良好的互动机制，才能真正做到靠人格去感
染学生、传递理想信仰。

信其道：秉持“理直气壮、守正创
新”的传道情怀

人材之成出于学。总书记指出，青少年正处在人生
中“拔节孕穗”的关键时期，最需要精心的教育和引
导。学生们面对如今纷繁的舆论环境和多元的信息渠
道，难免会出现疑惑，难做决断，甚至可能受一些不良
思潮的影响，做出诋毁祖国、崇洋媚外等错误行为。辅
导员处于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的最前沿，面对错误思潮和
错误言论，要敢于亮剑，理直气壮地开展好思想政治教

育，敢于直面问题，紧紧围绕问题来解决问题，用发自
肺腑、激情澎湃的真情实感，让思想政治教育形成“惊
涛拍岸的声势”，为学生点亮指路明灯。要做到理直气
壮的传道，辅导员须具备坚定的信仰，对马克思主义做
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
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有信仰的人讲信仰，才会
讲得有底气、有生气、有力量。

辅导员传道的守正创新，在于充分汲取以往工作实
践中形成的规律性认知和宝贵经验，紧跟时代步伐，创
新思政教育方法，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给
学生深刻的感悟和体验。辅导员要了解学生的所思所
想、所学所用，畅通交流渠道，搭建沟通平台，以创新
理念拓展思政教育的方法和模式，把日常“点名课”变
成“网红课”，结合实际工作，打造思想政治教育的

“第二课堂”，把“纸上谈”转变为“实践行”，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

在服务学生成长的道路上，辅导员应该积极帮助学
生唤醒青春梦想，树立崇高理想；应该做塑造学生人格
的雕塑家，在纷繁复杂的成长环境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应该做与学生共同成长的追梦人，为师亦为
友，以躬亲实践的责任使命和率先垂范的榜样力量，感
召学生，携手奋进；应该主动将个人的职业理想融入伟
大的教育事业，为学生播种信仰，自觉担负起培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如此，我们才能不负这个伟大时代！（作者系团
委干部，本文转自广西日报2019年3月28日第
八版）

昨天父亲送我去车站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头发差不多全
白了，我坐在他后面看着他的白发，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冷
颤，这是我生平中第一次对白发感到那样恐惧，好像那肆意
增长的白发时时刻刻在警醒着我：父亲老了。

于是，夜里，我就彻夜难眠了，或许我早就该失眠了。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父亲跟我说，他觉得我好像胆小

了很多，做事情总是畏畏缩缩、前怕狼后怕虎，好久没看到
我身上那股子冲劲和坚定了。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回想了一下
自己过去一年来的点点滴滴，确实也是，父亲说得没错。我
害怕的事情越来越多了，我怕说错话，我怕做错事，我也怕
死。我怕被欺骗，所以我就尽量少跟人接触，我怕闹笑话，
所以没把握的事我就躲得远远的，我开始把对自己的期待值
降低，告诉自己要顺其自然，我以为这样就可以平安无事活
得轻松了。

“可能是我长大了吧。”好久我才答上。
“可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想想你之前，我无数次为你

感到骄傲。”父亲喝了一口酒，用筷子指了堂屋里那一墙奖
状。

那墙奖状，我抬起头看了看，上面已经隐约地积了一层
灰尘，我已经好久没有认认真真地看过那些奖状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高中毕业后，有一天下雨，父亲闲来
无事，说是要把所有的奖状都贴在客厅的墙上。我当时很反
对，觉得太过于炫耀，可是父亲执意要贴，我也只好作罢。

不过，就在这刹那间，我好像突然懂得了父亲的用意，
他不是贴了给自己看，更不是为了炫耀，他是要给我看，给
我看看这些曾经，如果不继续努力，这些就都会改变。

父亲之后还跟我说了很多很多话，那个中午说的话比整
个寒假加起来还多，跟我说他以前的故事，跟我说以前的
我，我很认真地听着，跟着他的思路和那些遥远的奖状去回
忆那个以前的我。

那么多过去，我忘了吗？我没忘！
十二岁，在乡村小学毕业，我不甘心继续在乡下读中

学，我想去城里的重点初中读书，想去跟更厉害的人博弈，
父亲母亲对我的事情不管不顾，觉得只要我只要努力，在哪
里读书都一样。我不管，反正我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
到，既然父亲母亲不管我，我就自己去学校找老师报名参加
自主招生考试。暑假别人上补习班，我就自学，别人能做的
我也能做，我还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那时候就这么想的。

后来我还真的考进了重点中学的重点班，我很开心，因
为这让我坚信我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做到。但是，就算考上
了也困难重重，因为那里不可以住宿，如果要在那里读书的
话就必须在城里租房子住。

我求父母，说我能考上真的很不容易，你们可不可以去
城里租房子做点生意带着我上学。可是他们坚决反对，甚至
觉得我无理取闹，他们明确表示不会去城里。我也知道，那
时候家里真的穷，姐姐上学，家里又发生一系列的事故，父
亲母亲没有一技之长，在城里也难以生活。

我性子很倔，尽管我理解他们，但是我还是坚决要去，
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可以一个人租房子住，哪怕吃最差的伙
食。他们拗不过我，只好答应让我自己在城里租房子住。

于是我便开始一个人租房子住，那是我住过最糟糕的环
境，那是一个很黑很小的房间，七十五块钱一个月的房租，
只容得下一张床和一张书桌，房间里还有下水道，每天晚上
都能听到稀里哗啦的流水声。

因为没有家长来接，放学后我总是提着书包跑着回去，
回到房间后紧紧把门锁起来，其实我很怕，可是我不敢告诉
任何人，我不能说我怕黑，我不能说我怕鬼，我想要人陪，
我不停告诉自己我不能认输，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我的任何破
绽。

为了省钱，我舍不得吃菜，只在食堂里打包饭，买一包
五毛钱的酸萝卜还得分两次吃，我没有热水壶也没有热水
器，也舍不得买水喝，我就喝了一个学期的自来水，洗了一
个冬天的冷水澡，冬天的时候也没有火可以烤，手上长满了
冻疮，只有用打包回去的饭暖暖手，有时候手真的好冷，感
觉整双手都结冰了，我就把手放到屁股下坐着，好久了才有
一点点温度，但是我还是每天要坚持到十一点才睡觉，第二
天早早起来，我总是班里最早到的学生。

那时候我没有手机，没有mp3，没有任何排解我孤独的
东西，除了书和一个每天叫我起床的闹钟。因为我是农村里
来的，所以我有很多东西不懂，脑子也没有城里的孩子灵
活。我只能以勤补拙，不停地看书做题。但是我一点也不害
怕城里的孩子，我总觉得自己可以慢慢地进步，只要我肯努
力，不停地努力。事实证明，我是对的，经过我一个学期的
努力，我从班里倒数到中等偏上水平。

这也让我坚信，只要我想，我就可以！

后来，还是因为家里的
原因转学回到了乡下初中，
但是我还是保持之前的习
惯，在乡下初中里也同样考
上了城里的重点高中。

为了节省洗头发的时
间，我初中和高中都剪极短
的青年头，我可以做到目标
坚定，心无旁骛。

“无论什么事，只要我
想，我就能做到”我不断重
复这句话，它给我带来无穷
无尽的力量。

得知中考体育有跳远项目，可是我老是跳不远，每次最
多只能跳到一米六，于是我只好逼自己，我在两米之前的地
方都插满大大的木棒，所以我必须跳到两米之外才能让自己
不摔倒，我逼着自己不断不断向前跳。事实证明我能做到，
我不仅能跳两米，我发现我还能跳两米一。

为了参加班里举办的诗歌朗诵比赛，可是我声音总是容
易发抖，为了克服这一点，我一个月前就开始准备，我要朗
诵最长最难的诗，我要朗诵得最溜，感情最丰富，我要拿第
一名，于是我每天早上吃完早餐之后就去操场上大声朗诵，
结果真的跟预期一模一样。

知道秋季有校运会，我想拿八百米跑的冠军，我想享受
那种第一个到达重点的刺激和喜悦，我要锻炼自己的耐力和
速度，于是我坚持一个月每天早上晚上都去跑步，怕自己到
时候耐力不够，我不仅跑八百，我还再多加一圈，我总能想
象着自己跑第一的样子。那年校运会，我还真拿了八百米的
冠军，那张冲线的照片，也被父亲贴在了墙上。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我估摸着大概五四青
年节会有这类主题的演讲比赛或者征文比赛，于是我早早就
开始写稿子，请老师和班里的同学帮忙修改，写好了之后就
开始每天对着花花草草念，我就是要背得滚瓜烂熟，我就是
要声情并茂。没想到不久后真的有征文比赛和演讲比赛，于
是我被班里推荐参加学校里的演讲比赛，那天晚上小瑜陪着
我，我一点也不怕，反倒是喜欢这样在台上尽情地表达自
我，得了学校的第一名，然后又被推荐到县里、市里，都拿

了一等奖。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运，一切都是那么顺
利。

还有好多好多事，我那时是那么勇敢，那么坚定，好像
从来没什么事能够打垮我，每天都像太阳一样朝气蓬勃。我
现在一想起来还能体会到那时的心情，那种执着，那种来自
骨子里的坚强。

只要我想，我就可以！
为什么长大的结果是害怕，难道不应该是更加勇敢吗？

你都没有尽过最大努力，凭什么否定自己，凭什么在最应该
拼搏的年龄选择退缩！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不要
再逃避，不要再退缩了，你曾经用那么多心血培养出来的能
力再不去好好锻炼就真的要消失了，如果不努力，真的所有
的好运都会离你而去。

不可否认，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人，有的或许我们
一辈子望尘莫及，但是别人的优秀并不是自己自卑的理由。
二十岁，这不应该是精力最旺盛的年纪吗？我该再勇敢一
些，要不怕苦不怕累，要尽全力为自己的未来拼搏一把！

一想起父亲的满头白发，我就感觉曾经那个我又回来
了，我顿时对自己充满了信心，2019，我觉得我能更好，我
就一定能做到更好！ (作者系文学院2016级学生)

我偶尔还是会回想起那一天，我坐在学校租用的公交车里，
去往高考考场，奔赴我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

我是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人，我还记得那天早晨我出发前做
的最后一件事，是翻开韩寒的书，其中的某一篇写有这样一段话
——“当监视器里传来前方的无线信号时，我有些恍惚。就这样
开始了吗？就这样开始吧。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百分之一百准备
好的事情。最充分的准备往往意味着你错过了一切。”

站在我学生生涯的末尾再去看那一天，会发现至少之后四年
我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遇见的形形色色的人，做出的人生去
往何处的决定有我自己的性格因素在其中，但是归根结底，这一
切的源头，都是那一天。

只是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当时面对的是多么重要
的事，还以为只是在漫长人生际遇里，相对让人印象深刻的一
天。

昨天开导师例会的时候，老师劝我们，你们那么急着去实习
干什么，你想一想，你下半辈子都是要去工作的，这是你们作为
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学期了，好好珍惜吧。

人好像从来都是这样，只有在快要失去的时候，才会开始珍
惜。

我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学生生涯余额不足，行将
结束的。我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但是时间就像是一双翻云覆雨的手，不断地
推着我往前走，找工作、签约、准备毕业，一切都顺其自然，像是命中注定
的伏线，指引着我走下去。

人生每一个阶段不会界限分明到某一特定的时刻，过了就步入下一阶
段，我从来都认定人变老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在一瞬间完成。在这个过程里，
我接受了要一个人单独住一个房间，接受了每天要准时早起上学，接受了住
校，接受了离家很远去求学……现在，我要学会接受脱下学生的身份，成为
职场中的普通职员。

暑假实习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其他学校的女孩子，还没熟络起来她就辞
职走了，走的时候和我们说这不是她想象的工作之后的样子，她不想在复印
机前面蹉跎时间，她准备回去考研了，那天下班之后我们在车站分别，看着
她离开，说不清她到底是勇敢还是懦弱，我也分不清我对她这样的做法是羡
慕还是无所谓。她离开后不久，我就被安排顶替了她的位置，在复印机前机
械地复印合同，无暇再去思考这些。

一个学长毕业后去了菲律宾，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又是什么促使他
做下这样的决定，从他的朋友圈里看到的都是阳光沙滩、酒吧，太平洋的风
夹杂着鸡尾酒的味道迎面吹来。

多年的好友毕业后想要出国，但是托福没过，现在在家待业，一遍一遍
地刷着题。

想起那个女孩子那一句这和我一开始想象的不一样，我还记得大学刚开
学的时候，老师例行公事般的问我们：“上大学是为了什么？”，很少有人能
给出一个准确答案，能说出的无非是些——“大家都会上大学”“为了找个
好工作”这样的话。现在我的大学也已经快走到结尾，我再去想这个问题，
我还是没有什么确切的答案。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之中
最重要的四年？

追究起来，得到的答案也许只是因为四年前，我在那个考场里，写下的
东西，将我送到了这样一种将来。

在18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了那个穿越世界、成为自己的梦想去发奋、
去奔梦。在23岁的时候再难有这样的情怀，你要开始考虑生计，考虑之后
的二十年，甚至是之后的三十年的生活，考虑日渐年老的父母，考虑每一个
世俗将要压在你身上的拷问。

我还记得18岁的时候想去的地方，想要做的职业，时至今日，我说不
上到底是因为自己不勇敢还是自己的太懒惰，我心安理得的把它们和着时间
的余烬一起埋了起来，如果有人问起，我可能还会笑着调侃——要吃饭的
嘛。

要吃饭的嘛，永远是那么的现实，那么的不近人情。
我很羡慕那些可以毫无顾虑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同学们，羡慕他们的

勇敢，羡慕他们有选择的资本。他们之中，有每周都去香港只为了在维多利
亚港坐着听一夜海风的小资；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战二战三战只为了
考上心仪学校的考研党；有去世界各地各种知名不知名学校留学的留学党；
有走走停停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的驴友……

去年的毕业季，我看着大一级的学长学姐们为了各自的未来奔波忙碌，
心里没来由的紧张，我一直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看着别人的现在，再想
着自己迫在眉睫的未来，使我的焦虑日益严重，最严重的时候，晚上睡不
着，跑到阳台抽烟，看着这座城市睡着的模样，待了四年熟悉的校园和待了
四年却还不熟悉的城市，想着自己的以后，想着几年前我也是这样躲在高中
宿舍的阳台，看着黑夜思考自己的以后。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度过了那段焦
虑的日子，是香烟，还是时间，某一天开始，我又可以在晚上按时入睡，仿
佛之前的失眠从没有发生过。

持续了十多年的求学生涯，终于要画下句号，我现在怀着一种很复杂的
心情去面对这件事，有庆幸，有不舍，有后悔，有不安，各种各样的情绪夹
杂在一起，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网，套在似是而非的未来之路上，看不清，猜
不透。

不管准备好没有，列车就要到站了，没有人能赖着不走，我们都要下车
了。 （作者系商学院2016级学生）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我第二次用文字描述我的哥
哥。

第一次大概是十年前，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老师
布置的课堂作文，写一位家庭成员，我写的就是他。但
即使我那篇小作文得了优秀，我也记得，那时候的我，
很不喜欢他。

十年过去了，某些东西在慢慢的发生变化。而我真
正发现变化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春节。

那是哥哥参加工作以后过的第一个春节，因为工作

的关系，他只能回来一天，吃完大年
初一的年饭后，他就要离开回去上班
了。我们大家送他到家门口，他背着
包，手里拿着打包好的鸡鸭鱼肉，站
在门口，他本来就宽厚的背影显得更
像是一座耸立的大山。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马路上静悄悄的，慵懒的初
一让大家都得以吃饱了饭，其乐融融地歪在沙发上，
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看着喜气洋洋的电视节目。也只
有贪玩的孩子，在院里子，不厌其烦地往刚喝完的可
乐罐子里扔着各种各样的鞭炮。还有一些胆子小，但
又喜欢热闹的女孩子，手里捏着一根长长的香烛，小
心翼翼地向前伸着，慢慢的接近引线，突然，“哗”
的一声，色彩斑斓的烟花冲出炮筒，用最绚丽的方式
氧化掉空气中的黑暗。

但我的心里突然有一些异样。
我想起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和哥哥也在这个院

子里重复着一样的喧闹。他会很讨厌地往我脚边扔炮
仗，我也会用满是烟灰的手往他新衣服上抹。那是我
们很少玩得到一块的时候。但是我已经记不清什么时
候开始，我们已经不再院子里放鞭炮了，甚至于，我
们也不再争吵。十年里，我们相继升学，毕业，生活
的圈子越来越大，离家也越来越远，就像是现在，我
们再次站在这个院子里，却是送别。

我从小就比较听话，成绩还算过得去，哥哥就不
一样了，他宁愿在院子里玩一个早上的蚂蚁，也不愿
意安安静静地呆在书桌前做一道练习题。但相同的
是，我们骨子里都透着一股子好胜的固执劲儿，他看
不惯我整天拿着本书坐在桌前假正经，我也不喜欢他
顶着不学习的帽子整天恶作剧，所以我们只要呆在一
起的时间一长，就争吵打闹不断。

我们都太固执，在过去相处的时间里，我们都不
会向对方低头，永远端着自己的姿态向对方示威，但当
我们带着这些锐气，各自走上社会上的时候，我们都陷
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

那一年我上高三，明明文科比较擅长的我却坚持选
择了理科，整整半年的时间都没有让自己好好休息，没
有午休，晚上坚持奋斗到凌晨，周末还奔波在各种补习
班的路上。最后一次月考成绩出来后,看着自己的名字

依然在名单的最后一排，突然一股怅然袭来。那个时候
爸爸妈妈要来学校带我们出去吃饭，哥哥和我坐在宿舍
门前的长椅上等着家里的电话，等了好久，电话铃声响
起的那一刻，我突然哽咽，哥哥看着我，接过我手里的
电话，说：“你自己先冷静一会儿，不哭了再接吧。”然
后就这样静静地站在我面前，看着我慢慢收了眼泪。

哥哥大学毕业那年，找工作遇到了瓶颈，辗转各大
城市，投出的简历都没了音讯，加之以前高考失利等种
种不顺，整个人心态尤其低落，也开始不接家里的电
话。最后还是家里帮他找了一份工作。在他去报到的前
一天晚上，我认真地给他发了一条消息：“我希望从今
以后，你做任何事情，都没有爸爸的影子。”他没有回
复我的消息，但我知道，这句话，他一直都记得。

这些过往一幕又一幕在我脑海中浮现，每个曾经觉
得难过的瞬间，到了此刻，都成了我们人生重要的记忆
点。这个时代的我们可能不能从父母那里获得太多的理
解，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点点学着去感
悟、去承担，学着如何去化解遇到的危机。但幸运的
是，撇开孩童时的玩闹，我们都越来越能感受到，在各
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那种心与心之间相互拉扯着的幸
福感，这种幸福感是除了他，其他人都不能给我的，我
相信，他也是一样。也正是因为这种幸福感，不管我们
走到哪里，都不会感到孤独和彷徨。

烟花燃尽的那一刻，哥哥也离开了，长长的车尾灯
拖着我的思绪慢慢消失在转角。此刻的我突然明白了

《城南旧事》里的林海音先生，为什么看着院子里稀稀
疏疏的夹竹桃，感觉自己长大了。十年，时间带走了一
些珍贵的东西，却也留下了很多深刻的东西，留给你下
一个十年慢慢咀嚼。在过去的十年，我们脱去了稚气的
倔强。下一个十年，不知道我们会走到哪里，但肯定的
是，我们都会一直在对方看得见的地方，与君共勉。

（作者系化学化工学院2015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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