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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延信、魏青刚、吴新芬、裴春亮、李文祥、黄
久生、范海涛，这些闪光的名字，似繁星璀璨，光耀
中原天空；一碗面温暖一座城、陇海大院、诚信鸡
蛋哥，这些温暖的故事，如春风化雨，濡染亿万心
灵。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文明河南建设
推进大会强调，推进文明河南建设，要充分发挥榜
样的作用，选好典型、树好榜样，引导全省人民树
立文明观念、争当文明公民、展示文明形象。

好的榜样，是最好的引导；好的楷模，是最好
的说服。发现、褒扬和宣传一个榜样，就是在社会
上树起一个行为标杆，建构一把道德标尺，确立一
种道德风尚，弘扬一种主流价值。这对于倡导先
进的价值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对于
弘扬社会正气，引导人们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党员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在引领文明风尚、
践行文明行为上当好标兵。要立德，始终坚守共
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
常怀律己之心，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
有责、心中有戒。要立行，坚持以身作则、率先垂
范，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
的，自己坚决不踩“红线”，不越“雷池”。要立功，强
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感使命感，积极动

脑筋、想办法、出实招，以实绩树立形象；坚决纠正
为官不为、慵懒散拖的问题，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
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先进典型是有形的正能量，是鲜活的价值观，
要注重发挥典型人物的激励作用。这些年来，我
省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先进典
型，要学好用好这些典型，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的良好风尚。要坚持眼睛向下、面向

基层，深入挖掘群众身边的凡人善举、草根英雄，
使先进典型可亲、可敬、可信、可学；注重选树不同
类型、不同层次的先进典型，既有身边好人、最美
人物，也有行业标兵、道德模范，让不同行业、不同
岗位的人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学习榜样。

要注重发挥文明单位的示范作用。现在，全
省各级各类文明单位有两万多家，涵盖了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生产经营企业等多个领域，关键是

要发挥好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党政部门要大力
推进服务型机关建设，做到廉洁高效、办事公道、
依法行政、文明执法。窗口单位要着力提高服务
质量，实施服务承诺、限时办结、一站式服务，解决
好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生产经营
单位要大力加强诚信建设，推进依法经营、诚信经
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

对于榜样典型，要有发现的眼光，更要有关爱
的情怀。要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多关心，建
立和完善表彰激励机制、困难帮扶机制、奉献回馈
机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切实解决先进典型的实
际困难，让人们时刻能感受到好人受尊敬、相信好
人有好报，促使更多人自觉传播社会正能量，弘扬
道德新风尚，不断开创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明
河南建设新局面。⑧1

传递榜样力量 争当文明公民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进文明河南建设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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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青年是无比光荣和骄傲的。年
龄的优势，注定他们既是“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亲历者，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身处这样一个伟大
时代的青年，有着更多的平台和机会，实现
个人的理想抱负，其青春无疑是壮美的。

然而，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下，要想不负
青春年华，无愧时代重托，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对青年是不可
或缺的。“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
远方”，从郑州大学学生诗意满满的话语
中，既能品味出当代青年的志存高远，也有

“前途与钱途”的成长纠结。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

会的价值取向”；“青年处在价值观形成和

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
十分重要”。让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就是引导和帮助青年把握好人
生方向，引导和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
粒扣子。这样既解决了青年的成长纠结，
更让他们的青春之路宽阔平坦。

青年的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来
自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把国
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的精神追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
勤学、修德、明辨、笃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广大青年才能扣好人生的第一粒
扣子，激扬青春，无愧时代。〇2

（丁新伟）

@我是山里人：不只是大学生，社会上
的每个人都要讲诚信。不但要为每人建立
诚信档案，而且把它与个人信用等级和工作
晋升挂钩，加大失信处罚力度。

@蜗城听雨：大学同窗在一起四年，磕磕
碰碰在所难免，舌头还有被牙齿咬到的时候，
等到毕业后十几年再相聚，那些芝麻大的小
事早已成过眼云烟，留下的只会是浓厚的同

学情谊和魂牵梦绕的时光轶事。
@减字木兰花：招聘单位只招“985”、

“211”院校的学生，为广大毕业生设置了一
个很高的就业门槛。这样的筛选标准其实
很容易把一些其他高校毕业但各方面综合
能力很强的学生漏掉。学生能力的大小还
得在工作实践中得以证明，不能仅凭名校
文凭一张纸。

微评

顾成敏（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核心价值观告诉我们要建设一个
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怎样才能成为一
个合格公民，它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提供价值支撑，也为青年人指明了行动
方向。

时延春（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五个方面。
为物质文明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要建成小康
社会还需要其他方面齐头并进共同发
展。建成小康社会需要高素质的公民，
这包含了公民的政治素质、经济素质、

法律素质、道德素质等等。如何提高公
民的素质？这又涉及公民教育的内涵
即民主、自由、文明、公正、法治等等，这
些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高
度一致。所以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备前提。

冀娟（郑州大学团委书记）：核心
价值观引导和帮助青年扣好人生的第
一粒扣子。青年处于价值观形成和确
立的时期，价值观正确了就能筑牢成
长之基。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当代大
学生是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我想这

“四可”体现了当代青年将自己的价值
实现和祖国需要联系起来，展现出浓
浓的家国情怀。青年有坚守、有理想，
勇于担当奋斗，将有力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奠
定牢固的根基。⑧1

郑永扣（郑州大学党委书记）：公
正是小康社会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
会公正的重要内容。“要让每个人都有
通过教育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这就
是教育公平。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
教育大省，却是高等教育弱省，优质高
等教育资源相对较少。河南学子上大
学、上好大学仍然是难度相对较大的
一件事。怎么才能改变这一现状？主
要在三个方面努力，国家在优质高等
教育资源布局的时候，多考虑河南作
为 人 口 大 省 这 样 一 个 事 实 ；希 望

“985”、“211”高校，以及其他水平较高
的高校多来河南招生，多录取河南的
学生；河南高校的师生自己做出努力，
通过我们的工作、学习、奋斗开拓，使
我们的高校尽快成长起来。我们自己
多出几所全国一流大学，我们的学生
就能够多一些在自己家门口上名校的
机会，这恐怕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一个途径。

金钰锦（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学生）：小康社会不仅在经济上实现
富有，每个公民的幸福指数也得到极
大提升，是一个充满正能量、充满真
善美，拥有信仰、拥有光明的和谐社
会。

王显舜（郑州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国
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八
个字，正是我心中的小康社会。中国
梦也是我的个人梦。

时延春：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鸟
儿在空中自由地翱翔，鱼儿在水中自
由地栖息，人们和睦相处，国家更加富
强，民族更加昌盛。

朱迪（郑州大学药学院学生）：小
康社会应该具有良好的社会风尚，应
该是公平正义，人人平等，诚信、友善，
大家互相帮助，团结友爱，是一个真正
温暖的大家庭。

曹恒涛（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辅导员）：当代大学生有责任有义务要
坚守诚信，从自己做起，只有这样才能
改善整个社会的信用状况，受益的将
是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个体。

刘慧瀛（郑州大学教育系副教授、
心理咨询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提到友善，我认为非常重要。友善是
一个人良好的心理品质的表现，在人
际交往和沟通中间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建议同学们能够用一种友好、友
爱、友情的视角去观察社会，对待他
人。⑧8

王显舜：我是一名毕业生，前途和
钱途这两个选项，一个是精神追求一个
是物质追求。我更倾向于第一个选项，
在我看来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
和远方。如果一个工作符合我的理想，
我会更有兴趣和动力去奋斗。

王志坤（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学生）：我来自连霍高速公路的终点，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一个村庄，
这个地方位置偏远，发展比较落后。
很多同学通过自身努力来到内地求
学，现在大四了，不少同学准备选择留
在内地，因为这里有比较好的岗位和
薪酬，生活环境较好。如果我们这群
走出大山的孩子都不愿意回去建设自
己的家乡，还有谁愿意去建设它呢？
我觉得一份工作金钱薪酬只是一方面
的体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
才是更为重要的。肯定会有一些工作
并不是很光鲜靓丽，但需要人去做。
作为青年大学生更应该勇敢地挑起这
份责任，为祖国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
奉献我们的青春和力量。

王海帆（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学生）：理想我们不能抛弃，但不能不
考虑现实，作为一名即将走出校园的
毕业生，如果有一份工作，哪怕它的前
景一般，我也会去勇敢地尝试，在工作
中兢兢业业。等我的羽翼丰满了，能
力也培养了，能够在社会上真正立足
了，我再把理想重新树立起来，重新选
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韩军超（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公司
机关团总支副书记）：在我们单位，一
些中专大专的毕业生，学历不高，但心
怀理想，勇敢担当，经过在一线的认真
学习，从基层干起、爱岗敬业，成为技
术研发核心工程师。

曹恒涛：择业涉及地域、待遇、个
人发展、就业方向等问题，无论学生选
择什么，这种多元化的选择我们都应
该尊重。作为老师，我们要告诉学生
的是，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应该具有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奉献社会的价
值追求，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友善待
人，踏实工作。⑧8

郑永扣：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在高
校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从
学校层面上说，一是要致力于把核心价值
观的培育融入学校各项工作中。二是要建
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充分发挥政治理
论课在培育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作用。三
是创新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方法和载体，搭
建好平台。青年学生要“勤学、修德、明辨、
笃实”，实现人生价值的提升。践行核心价
值观，青年一代将在人生的大舞台上铸就
更多精彩，我们的国家将更加富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冀娟：我们学校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培育
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开展宣
传教育活动，让核心价值观入脑；开展多种
志愿服务活动，现在郑州大学注册的志愿者
累计达 46000 余名，每年平均开展的志愿服
务活动达两千多次，将近 30 万小时，青年人
进行志愿服务，很好地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让其入心；每年我们都在学校开展
自强、学习、公益、发明等校园之星的寻访活
动，通过身边的榜样，引领青年人向上向善。

徐鸿（河南机场集团公司青年员工）：

近几年从郑州出入境的国际游客越来越
多，他们对中国对河南都充满了好奇心，于
是我们就去搜集相关知识翻译成英文，勤
学勤背勤练，并把从机场到郑州各个商业
圈各个高校的交通路线、交通方式制作成双
语介绍，方便他们出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就应该从我做起，从身边事做起。

郭文荣（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教授）：我利用大学生手机不离身的特点，
建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微信群，
鼓励大家随手拍身边的好人好事，弘扬主
旋律，传递正能量。五一假期，同学们也没
有忘了随手拍，5 月 2 日，2013 级一位同学
发来五张弘扬核心价值观的图片，他说以
前没有注意，现在留心后发现社会到处都
充满正能量，时时警醒自己、鼓励自己。我
在后面跟帖说“棒棒的”！核心价值观就是
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蒋桂芳（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教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教师更应该
按照师德的各个方面要求严格律己、言传
身教，积极践行，为学生、为社会营造一个
风清气正的诚信环境，才能收到更好的核
心价值观教育效果。②2

践行核心价值观 实现美丽中国梦

青年要“勤学、修德、明辨、笃实”，
实现人生价值的提升

(本报记者 尹红杰 王 晖 马 雯 石可欣 张向阳 刘晓波
王恒昀 整理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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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高校师生心目中，小康社会该有
怎样的社会风尚

无论做何种工作，都要有昂扬向上
的精神风貌和奉献社会的价值追求

下期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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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 乐居乐业

核心价值观为“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提供价值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