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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河 璀 璨 ， 自 强 闪 耀

本报讯（全媒体记
者：和义）由共青团中
央，全国学联指导，中国
青年报社、新东方教育
科技集团联合开展的
2019 年度“中国大学生
自强之星”评选结果于
近日揭晓。西安理工大
学高科学院大四学生麻
康博得此殊荣，并接受
了学院党委宣传处记者
团的采访。

2019 年度“中国大
学生自强之星”以“青春

自强，刚健勇毅”为主题。一经开展便受到广大高校
师生的关注。麻康博学长为我院现任共青团西安理
工大学高科学院团委学生副书记、兼任学生联合会
主席及 201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 班班长，也是陕西
省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第十三期培训班成员。先后
获得“军训优秀学员”、“优秀团干”、“优秀学生干
部”、“优秀组织者”等奖项。

在得知自己当选了此次“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时自己心中有惊喜，但也在意料之中。更多是感谢学
校团委，省团委和团中央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能更
好的去磨练自己，激励自己，挖掘自己的潜力，麻康
博学长在面对我们的采访时说道。当谈及自己在工
作中的心得体会与自身问题是，麻康博学长认为自
己需要进步的地方还有很多！大学四年的工作中最
大的心得就是遇到困难和挑战要坚持下去，永远不
要给自己找退路。别人做不到做不好的事情，只要自
己坚持能做好就会有收获。今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寄语新时代青年：“青春磨砺而出
彩，人生因为奋斗而且升华”，作为新时代下的青年
一代，我们应该有敢为人先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精气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贡献属于自己的
青春力量！

麻康博学长作为学院团委学生副书记同时兼任
学生联合会主席，还要担任班级的班长。工作量让人
惊叹，而在这同时，麻康博学长的成绩又十分稳定且
相当优秀。而如何在工作和学业当中平衡并共同优
秀发展，学长告诉我们：这个问题也是学生组织成员
的家常话。当学习和工作冲突时，我会以工作为主，

先把工作方面比较紧急的事情处理掉，因为在这个
组织内，这是我应尽的责任，然后利用课后时间把拉
下的知识补一补。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工作和
学习极度冲突的情况，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抓住时
间好好学习，学生的本职工作还是学习，要聚焦主责
主业，可不能再给自己找借口了。同时，作为一名优
秀的学生干部，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和服务意识这三
点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基于三种意识上自己言谈
举止、文明礼貌、工作态度都要严格要求自己。

在采访的最后，谈及作为一名大四学长对学弟
学妹的期望与建议时学长恳切严肃的说道：学习！学
习！学习！一定要重视学习，早做规划，给自己设立
一个小目标，朝目标不断努力。然后多参加一些班级
活动和校园活动，多和他人沟通交流，培养自己的集
体意识，全方面发展。

本次“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评选真可谓，群星
闪耀，星河璀璨。作为后辈，应当以学长为目标，奋
发向上期待能与学长并肩而立。但要切记仰望星空，
定要脚踏实地。在此再次向麻康博学长表示衷心的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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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国 之 行 ， 始 于 青 年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 题记

在九百六十万平
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
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春
风已经沐浴了我们七
十年了，如今的我们远
离战火，在祖国的庇佑
下茁壮成长，我们也许
已经忘记如今幸福的
来之不易。让我们回顾
历史的长河，所流而
上，追溯那充满中国红
的鲜红岁月，见证历史
的一幕幕，感同身受那
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
岁月，牢记青年人的历
史使命，心怀爱国复兴
大业，在这个属于你我

的历史舞台上展现我们中国青年的特色魅力和傲人风采。
革命之路，岁月峥嵘。
三寸讲台盖不住那一腔热血与孤勇，在列强侵略，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下

依然不忘使命，在平凡教室讲述未来人生的道路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寥
寥数字让在座之人无不振聋发聩。在晨钟暮鼓中，风华正茂的青年带老百姓走
上革命道路，引领广大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人民建立
新的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袖，他便是我们所熟知的周恩
来，周总理。

他孤注一掷，毅然决然的走上革命这条不归路，成为这场伟大革命的中流
砥柱，这一在他少年时立下的宏伟志向成为他未来人生道路上的指南针，引导
他乃至中国的同胞一起勇往直前，无悔的为祖国的大好河山挥洒青春的美丽与
光彩，同时也激励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为我们伟大的祖国鞠躬尽瘁，用人生岁
月诠释爱国主义的真正内核。

民族危难，弃笔从文。
面黄肌瘦，隶体“一”字似的胡子，一身长袍，却精神抖擞，我们叫他鲁迅。

他是民族斗士，他是现代文学奠基人，但他同样是我们的“民族魂”。本该是一
位出色的医者，悬壶济世，立志改变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
但是这梦想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在孤立无援的日本，作
为当时弱国子民的他，常常收到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异国街头他亲眼目睹中

国同胞的精神麻木与无动于衷，他的内心受到剧烈的刺激。自此他便投身于改
变人民精神世界的道路，回到祖国的怀抱，从事文学创作的工作，在他的笔下
每一个人的人生体验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所联系，他压抑的爱国热情如同熔岩
一般喷薄而出，企图温暖每一位中国子民那令人悲哀而凉薄的心。

面对资金困难，四处碰壁，亦无知己可言，历史的丑剧一幕幕上演，爱国之
人又在何处？面对沉滞落后的现实，混乱的社会，苦难之际的民族，他所言所做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以笔为枪，消灭一个又一个迫害国家的侵略者，只为维护
这一国安定百姓安康。他曾经在书中写下“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如是说如是
做，身体力行，期盼让这冰冷残酷的社会成为人民真正爱戴的一方水土。鲁迅
先生不知道你是否看得见如今的万家灯火和繁荣景象，让人放心，让人满足。

人人出力，共克时艰。
在 2019 年 12 月新冠肺炎在我国爆发，一时轰动，人心惶惶，在这样危机的

时刻，数以万计的医务工作者奔赴至第一前线，前往武汉；十四亿老百姓严格
防范，闭门不出；默默无闻的基层工作者走街串巷，仔细摸排走访。广大的医务
人员在他们的岗位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动人旋律，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中，“白衣天使”是这个春节最为动人的风景，也是我们祖国迎战疫情最
为坚实的力量，是我们的依靠更是我们最后的护盾。

在前线的新闻报道中，一位护士让我热泪盈眶，朱海秀年纪轻轻却依然前
赴一线，在支援武汉期间，在接受采访时她曾说“我不想哭，我的眼泪在眼眶里
打转，护目镜花了就干不了事情了”，这一语让无数中华同胞动容不已。如今的
战斗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我们终于等到那胜利的曙光，在武汉，无数
“白衣天使”将救赎置于心间，摘下口罩脸上是深深的勒痕，为了便于工作，剪
去一头秀发……我虽看见你坚毅温暖的眼神，却不识你口罩下的容颜，待春暖
花开一切好转，我等待你为我们带来胜利的喜悦。

中国，一个历经风雨却依然盎然的民族，南京大屠杀的残忍没有杀死我们；
八国联军的欺压没有磨灭我们；《南京条约》的不公没有颓废我们。中华同胞的
坚强意志一直在传承，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为我们解读爱国的深刻内涵，爱国
之心传播到中华民族每一个角落，飘扬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中。祖国的昨天
值得我们沉思，祖国的今天充满着盎然生机，祖国的明天孕育着憧憬与追求，
而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又该如何去诠释爱国的含义，去成为国家的栋梁
之才。

十九届五中全会完美落幕，爱国的大任已经落在我们青年尚未强壮的肩
膀，我们只能在这时代的洪流中勇往直前，不断完善自身，成为真正独当一面
的民族新人，努力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极争做新时代的爱国青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奏响这义不容辞的爱国乐章。

（来源：20 级英语一班 张鑫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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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家从古到今就是一个整体，不可分
割，有了小的家，才有大的国。如果说，家是
汪洋中漂泊的一艘小小船只，那国便是那船
只停泊的港湾；如果说，家是那棵繁茂大树
上的小小树叶，那国就是承载大树那稳固的
根基；如果说，家是那构造框架的片砖片瓦，
那国就是那栋高楼大厦。总而言之，一个人
从来不能脱离集体而单独生存，国与家也从
来不是单独存在。

人的出生，在有记忆的开始，就知道家
是自己的避风港，受了委屈只要回到家就会
很安心；在外的游子在其他国家受到危难
时，只要有一本中国护照，就可以回到祖国
的怀抱。这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善意、充
满爱的社会，所以爱国之情也成了每个公民
应有的情感；强国，成了每个公民应有的志
向；报国，也成了我们每个公民应有的行动。

在我们这辈人的记忆里，1998 年抗洪救
灾、2003 年抗击“非典”、2008 年汶川抗震救
灾，面对一次次大灾大难，中华民族都迸发
出处变不惊、奋勇抗争的不屈精神，这也让
我一直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今年伟大的抗
疫斗争更使我感慨万千，立志在民族复兴的
大潮中争做时代新人。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从最初的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到现在的常态化疫情防控，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涌现了许多英雄楷
模，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冲锋在疫情一线，例
如钟南山、张定宇、李兰娟、张伯礼、陈薇等。
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爱国情怀最好的体现，
他们不顾个人的安危，在国家人民最需要的
时候站了出来，成为最美的逆行者。还有许
多医务工作者、公安干警、社区工作人员、突
击队员、志愿者，也在通过自身行动实现着
人生价值。身为新时代大学生的我们，应该
感谢伟大祖国，感谢这些奋斗在一线的最美
逆行者，他们使我们能够在美好的环境中茁
壮成长。我们更应该厚植心中的爱国情怀，
为国家为人民奉献自身的才华。

热爱国家的人，历朝年代间，我想到的
那是屈原那江边的一跃；想到的那是范仲淹
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
国忧民的胸怀；想到的那是爱国将士岳飞沙
场上的金戈铁马，和那“收拾旧山河”的慷慨
激昂，在骨血中留下“精忠报国”的信念……
江山代有才人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
那些手握钢枪、戍守边疆的军人；是那些面
对疫情，最美逆行的白衣天使；是面对大火，
顶风而上的消防战士，以及那些做好事不留
姓名的最美中国人，他们的默默守护，成就
了我们一个个小家的温暖，奠定了我们国家
的繁荣昌盛。

丹心寸意，皆为有情；奋不顾身，共筑家
国。在中国人的眼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奠定国之基
石，国护佑万家平安。我们或许无法一一道
出他们的名字，但正是无数这样的普通人，
以守家即守国的担当，以护国即护家的赤
诚，守护了这片宽广美丽的土地，守护了我
们挚爱的亲人、亲爱的家乡。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就要有坚定
的理想信念，矢志不渝。信念是一个人思想

的高标，更是一个人前进的动力。我们青年
一代，奔跑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稍有疏
忽、懈怠，就有可能偏离既定的目标和轨道。
所以我们要有坚定信念的导引，时刻不忘自
己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不忘赤诚的初
心和肩负的使命。我们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信心，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入脑入心，为自己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担当。我国的科技攻关、国防建设、基层治
理、创业创新等各项事业依然任重道远，无
不需要我们青年勇担责任、继续奋斗。爱国
主义情怀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具体自觉的
行动。我们要脚踏实地，勤于学习、善于学
习，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
任和担当，自觉把个人理想、事业追求，都熔
铸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历史
伟业中。

作为祖国的栋梁之材，我们更应该做好
身为每一个角色的应尽义务，爱国不是嘴上
说说，而是体现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家
守护好我们的小家，在外守护我们的国家，
我们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
事。要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爱国，就要关心我们身边
小事，关心我们的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

我们青年一代要把精力投入到自身的建
设，社会的建设，国家的建设，我们一定要在
新的时代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祖
国，努力学习，不断进步，在民族复兴的伟大
实践中努力拼搏，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来源：20 级机械二班 代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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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间 有 爱 点 点 星 光
本报讯 (记者 19 财管

代美美 ）2021 年 2 月 1 日
下午，19 级财务管理二班
党转宁同学在线上接受了
全媒体中心记者团的采访。
党转宁同学是来自陕西铜
川的一个小乡村，在本次疫
情反复期间党转宁同学响
应团组织号召主动去当地
的疫情监测点参加志愿者
活动。

病魔无情人有情，在这
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社会各界都伸出“接力棒”竞速奔跑。青年、时代、国
家，是形影不离的铁三角，彼此助推社会的进步。在本次疫情中党转宁同学积
极主动的参加居委会的防控工作。她说她特别感激居委会能给她这次磨练的机
会，这次机会对她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有了很大的影响。不仅能提高自身的防范
意识，同时也能学到很多有关于预防冠状病毒的措施。

在采访中党转宁同学说：“疫情当前，作为村里的一员，我要为村里人的健
康安全着想，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疫情斗争到底。同时，我是一名共青团
员，要为党和国家分担责任，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落后于他人，争做积极
分子。”自疫情爆发后，她主动加入到了耀州区党家河村防疫志愿者队伍中。穿
上执勤衣，培训一遍，认真学习一测二人三问，执勤必问，严格值守。每天主要
负责出入人员登记、测温、进出入车辆消毒等。在她看来，作为新时代的大学

生，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大家更要拧成一股绳为中国加油。
当然，世上从来没有一帆风顺。在志愿者活动中也会存在一些困难，例如与

居民发生冲突问题，活动期间的饮食问题，防控不当的问题。面对这一系列的
困难险阻，党转宁同学并没有退缩并坚持自己最初的决心。在面对与居民产生
冲突她会检查是否是自身的问题，其次考虑是否是沟通不当的问题，最后她会
积极主动的去调节，将疫情防控问题传播到位。如若出现确诊患者她会第一时
间确定确诊患者是否已经前去医院隔离，并且借助村广播向大家宣传防护知
识。我辈青年正青春，一腔报国热血溢于心中。即便她没有白衣天使与死神抢
人的“超能力”，没有公安执法人员奉命征战的“盔甲”，她仍然为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奉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虽然这次疫情反复不如上次严重，但是还是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
响，坚持疫情常态化，不可
掉以轻心，这场疫情防控
战我们必将会胜利！

伴着心中的温暖，伴
着一路奋发图强，我辈青
年将以温暖之光，烛照中
国！黑暗有多让人咬牙切
齿，光明就会多让人热泪
盈眶，纵然千钧压顶依然
保持信心。终有一天，我们
必将摘下口罩迎来崭新的
一天。

不 忘 初 心 ， 牢 记 使 命
本报讯（全媒体中心 高娜娜）2020 年 12 月 6 日

上午，我院吕林涛教授在我院音乐厅做了题为“计算
机学科专业概论”的学术讲座，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和软件工程专业的基本概论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做了
详细的讲解。作为西安理工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吕林
涛教授曾多次获得陕西高校科学技术相关奖项，更
是主持开发了全国化工行业软件包十余项。

讲座结束后，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吕林涛教授。在
谈及软件工程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就业前景
和发展方向，教授表示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后，我国操
作系统应用软件等方面还需要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
人员去开发，不仅对人才的数量要求大，对质量的要
求更为严格，这就需要国家和高等院校合作来保障，
软工和计科都是很有前景的专业，在今后很大市场，
我院要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在课程设置、实践训
练、全国比赛、等级考试等方面将西安理工大学高科
学院的品牌打出去。在国内或者国际舞台上将我们
的特色展现出来。我院的软件工程专业是设在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下的一个计算机专业。从课
程设置上来讲，我们提倡的是培养具有工匠精神和
艺术素养的人才队伍，其次就是能解决复杂工程问
题，一种能力的提升根据这样的要求，我们采用的是
3+1 的培养模式，三年课程学习，一年社会实践。在
课程设置方面要跟大的国家气候相呼应。在大数据
领域里面开发一些具有特色的软件人才。学生要学
好三年的基础理论，在基础理论上加大动手能力也
就是工匠精神。教授指出社会大众对软件工程具有
一些误解，比如在年龄超过三十五岁以后事业相对
来说就止步不前，但他认为年龄越大，经验累积越
多，更有利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考研的同学必须要
先学习好数学英语，唯一在专业方向上来讲，有些学
校在数据库方面要求高，有些在数据结构要求高，各
个学校的侧重点不同，但都能符合国家所有的标准。
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侧重点是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工
程两方面都要兼顾。

最后，吕林涛教授表示 20 级是遇上疫情和高考

推迟的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一定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要积极利用公共设施，要注意学习方法，由
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提高学习成绩，报效祖国，
为校争荣，回报父母。

——— 采 访 麻 康 博 学 长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xthtc.com
http://www.xthtc.com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