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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青春使命 谱写出彩华章
——写在河南师范大学第十八次团代会召开之际

6 月 22 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河南师范大学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将隆

重开幕。

自河南师范大学（以下简称“河师

大”）第十七次团代会以来，河师大共青

团在上级团组织和学校党委的正确领

导下，大力实施“青春聚梦、青春聚心、青

春聚爱、青春聚力”四大行动，开展了卓

有成效的工作，有从无到有的创举，有百

尺竿头的进步，呈现出共青团工作多层

次、多维度的景深，凝聚起师大青年的磅

礴之力，奋斗的青春姿态成为学校事业

生机勃发、高歌猛进的持久风景。 河师大共青团大力实施“青春聚梦、青春聚心、青春聚爱、青春聚力”四大行动，开展了卓有成
效的工作 刘津佟 摄

青年在哪里，团的建设和工作就要延
伸到哪里。要加强对青年群体的覆盖和引
领，就必须瞄准网络空间，着力开拓新平台
新阵地。河师大共青团主动适应“互联
网+”时代的发展需要，建设和完善融思想
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的网络
主流阵地，不断延伸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触角。

“青字号”原创作品越做越优质。以“青
春为祖国歌唱”为主题，河南师范大学团委
微信公众号发布原创作品《今天，师大人为
祖国歌唱！》，不到24小时，阅读量就突破10
万+。《等你下课》《遥远的歌》《青春喜迎党代
会》《舌尖上的师大》《95周年校庆沙画》等刷
屏朋友圈。《向团的十八大报到》《师大新青
年》视频作品等被团中央、团省委转发。

“青字号”新媒体平台影响越来越大。
目前，校团委官方微信粉丝数量为 7万余
人，微信总阅读数量达 110万余次，在团中
央发布的“全国普通高校团委微信公众号
综合影响力”排行榜中稳居前十。其中，在
2019年 4月全国基层团委微信公众平台综
合影响力排行榜中，河师大校团委微信平
台综合排名全国第一。先后获得 2018年
河南省优秀校园媒体、2018河南高校新闻
扶持计划视觉设计奖等荣誉，青年传媒中
心成为河南省首批新媒体工作室成员单
位。

随着“青字号”平台的活动网越织越
大，“青字号”网络空间越办越清朗，“青字
号”互动也越来越贴近“青心”。新媒体平
台聚焦校园热点，挖掘校园故事，从满足用
户体验需求入手，使更多平台的路人粉转
为真爱粉。青梅街拍、考研快闪、毕业季系
列品牌活动等温情推送都以贴近生活为目
标，收获了同学们大大的“点赞”。

嘱托殷殷重于泰山，鞭策勤勤驱人奋
进！

新时代的河南师范大学共青团将用信
仰引领方向，用思想凝聚力量，带领广大河
师大青年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在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过程
中奋勇建功，在投身中原更加出彩的生动
实践中激扬青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谱写青春华章！

你有梦想，我有舞台。围绕“出精品、树品
牌、育英才”的工作理念，着力打造主流文化活
动，重点培育、推出具有河师大特色的校园文化
精品项目，努力烹制好有营养、易吸收的“文化
大餐”。

今年5月，校团委牵头举办了第一届“HNU
观世界”国际教育展。活动包括国际教育咨询
和专题分享两部分，20 余所国际知名院校参
加，与近千名学生面对面交流。

人文讲坛系列讲座已经举办了 172期，成
为学生涵养人文、拓宽视野的重要阵地。“卓越
杯”教学技能大赛分为PPT设计大赛、讲课说课

大赛、教学演讲大赛三个子活动；“思辩杯”大学
生辩论赛、校园歌手大赛等大型活动精彩纷呈，
丰富的文化菜单使大学教育的内涵更加广博,
滋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精神追求。

校园文化活动不光要“文明其精神”，还要
“野蛮其体魄”。近年来，校团委指导校院两级
学生组织，持续开展“师大雄风‘三球’联赛”“校
园健身健美操、啦啦操大赛”“趣味运动会”“新
生篮球赛”“羽毛球联赛”等活动，积极号召全校
广大青年制订自己的健康计划，引导同学们走
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为健康中原增光
添彩。

有益也要兼顾有趣。
草地音乐会，席地而坐享受音乐和自然融

合，这是时尚流行音乐在河师大最“接地气”的
一种表达。走过 20年的“五四主题歌会”给河
师大青年留下了独特的青春回忆，成为河师大
校园文化的一张亮眼名片。非物质文化遗产文
化产品惟妙惟肖，引得众人围观；身着汉服的舞
者身姿轻盈，美轮美奂；演奏者轻抚古琴，音色
古朴；脚踩轮滑鞋的青年展示着“炫酷青春潮范
儿”的轮滑舞蹈；跳着新疆舞的少数民族姑娘灵
动地回眸一笑……舞台上“社团er”们以独具特
色的展示亮出了缤纷绚丽的河师大文化名片。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近年来，
河师大将实践育人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推
动构建了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创新创业、学生社
团协同发力的大实践育人格局，带领广大青年学
生奋力跑好“精育良才、教育报国”这场接力赛。

每年7月，参加暑期社会实践成为青年学子
的第一选择。广大青年学子在理论宣讲、乡村振
兴、环境保护、支教支农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第
一线感知国情民情社情。组织实施“我是师大代
言人”寒假招生宣传实践活动，志愿者在中原大
地深入宣传河师大深厚历史、优良文化和办学成

就，提高学校美誉度，提升学校生源质量。
在近20年的时间里，河师大选拔了百余名

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传承奉献、接续奋斗，从河南
信阳到新疆哈密、吐鲁番，从红色革命根据地新
县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再到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托克逊县、克拉玛依市乌尔禾区，支教
团成员们践行着“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铮铮誓言。

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强化竞赛辅导，注重项
目实战，建立创新实践基地……越来越多有理
想、有追求、有担当的师大学子选择在创新创业

中接受历练、增长才干。近年来，河师大在“挑战
杯”“创青春”数学建模大赛中累计获得千余项国
家、省级奖励。精育良才，教育报国，河师大在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的万里征程中紧握接力棒，一步
一个坚实的脚印，永攀创新创业的新高峰。

“共青团文明路”、“诚信书柜”、“刘改月爱
心支教志愿服务团”、“小时光”公益课堂等新增
志愿服务项目，不断丰富着服务社会、服务校
园、服务师生的多维度实践育人链条，形成了社
会实践、志愿服务协同发力的实践育人生动局
面，社会实践真正成为“行走的思政课”。

如何让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更加坚
定、思想根基有效筑牢？如何扣好青年团
员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这是摆在新时代
高校共青团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校领导、学院领导率先垂范、起而行之，
建立常态化联系青年的制度机制，走进青年
中、走进团支部、走进学生社团，了解青年所
思所想，解答青年所困所惑，用青年喜欢的
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进行宣讲、阐释，对团
学工作亲切指导、亲身参与，为共青团工作
和青年健康成长明方向、出政策、强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校党委书记赵国祥连
续两年在参加完全国两会之后，选择第一
时间为河师大青年师生宣讲全国两会精
神，每一次宣讲都会让大家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更加深刻的认
识和更加全面的理解。

校长常俊标在多次参加学生社团活动
后，对学生社团发展、青年学生成长给予殷
切期望，要求学生社团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
方向，不断创新载体，拓宽思路，为广大学子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搭建更多更好的平台。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校团组织把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行动，通过构建“导
学、讲学、研学、比学、践学、督学”六位一体
的学习体系，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团员青年
中入脑入心，充分彰显团的政治功能。

2018 年 11 月，由校团委牵头申报的
《以“未来学院”为实践载体的精英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成功入选了教育部第一批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这是河师大共
青团历经 8年探索和实践，为共青团如何
在高校“大思政”格局中充分发挥生力军作
用这一问题上，提交的一份师大答卷。

此外，河师大坚持组织覆盖与工作覆
盖相结合，建立流动团支部、社团团支部、
公寓团支部、实验室团支部等，让团的工作
手臂不断延伸，在青年聚集的地方，到处都
有团组织的身影。大力实施加强团的基层
建设“点亮计划”，通过提升组织覆盖，强化
政治功能，进而不断提升团组织的思想引
领力，切实增强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的实
效性。

凝心聚力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屈会超 袁艺雯

砥砺奋斗 青春绽放广阔天地间

聚焦青年
建好共青团网络家园

筑梦成长 谱写青春出彩的华章

中国粮食 中国饭碗
——“黑龙江好粮油”挺进中原！

位列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坐拥
黄金水稻带之首，亿万年沧海桑田，
孕育出天下粮仓——黑龙江。这里
有辽阔壮美的林海雪原和资源富饶
的油田煤矿，这里有耀眼夺目的新中
国第一缕朝阳，还有那奋勇开拓誉满
天下的北大仓。粮食产量 1501 亿
斤、占全国1/9，库存量占全国近1/2，
可调出量占全国 1/3。作为国家最
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这里资源禀赋
优势突出，生产条件得天独厚。越
过万亩金黄稻田，党中央用“寒地黑
土、非转基因、绿色有机”完美诠释出
沃土好粮的独特精髓。

2016年以来，党中央多次对黑
龙江省农业和粮食产业发展作出重
要指示，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认真落

实重要指示精神，对提高粮食产品
品质、打造粮食产品品牌、扩大市场
营销做出全面部署，持续开展“黑龙
江好粮油”“黑龙江大米”等优质产
品营销活动。

——全方位打造“黑龙江大米”
整体品牌。参加了“黑龙江大米”
2018年央视国家品牌计划，充分利
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开展宣传推
介，提升了“黑龙江大米”社会知名度，
引导消费人群逐渐将“黑龙江大米”从

“东北大米”模糊概念中剥离出来。
——高标准制定“黑龙江好粮

油”系列团体标准。先后制定发布了
《黑龙江大米》等14种好粮油产品标
准，用注重安全的食品安全指标、注
重健康的质量指标、注重用途的品质

指标以及注重香型口感的食味指标
对优质大米给予全新的界定，以更高
的标准引领粮食加工产业发展。

——组织开展“黑龙江好粮油
中国行”专项行动。建立了好粮油
营销联盟，筛选优质企业和产品加
入联盟，抱团营销，成员单位已发展
到 102 个，其中粮食加工企业 87
户。2017年以来先后在北京、上海、
广东、福建、深圳、四川等重点销区开
展集中会展、推介营销活动11次，通
过组织黑龙江省内优质企业参加在
目标城市举办的农业、食品方面的
展会，展示宣传黑龙江省“好粮油”产
品，同时组织该省市县政府、企业在
当地超市、广场、居民小区等人流集
中且靠近销售渠道等场所组织地面

推广活动，直接与终端消费对接，配
合当地媒体宣传，扩大黑龙江省“黑
龙江大米”及企业品牌社会知名度。
通过展会累计达成大米销售协议
100多亿斤。

如今，黑龙江携精品粮油来到
中原，为广大消费者呈现一场卓尔
不凡、健康美味的龙粮盛宴。本届
粮食交易大会黑龙江以“中国粮食
中国饭碗”为参展主题，通过粮食产
销合作平台，擦亮“黑龙江大米”“黑
龙江大豆”等“黑龙江好粮油”系列
优质品牌，靠品质服众、用销量说
话，力争为全国粮食市场提供更多
有口皆碑的优质粮油产品，当好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黑龙江省粮食局将以知名品

牌、地理标志品牌、区域品牌、创新
品牌为龙头，打造“黑龙江好粮油”
产品独特“卖点”和价值模式，塑造

“黑龙江好粮油”品牌名片，吸引更
多消费者认知、了解、品鉴、选择“黑
龙江好粮油”，吸引更多企业来黑龙
江投资兴业，实现走进一地、影响一
域、带动一省的效果，更好地满足消
费者日益提升的消费需求，加快推
动由“吃得饱”向“吃得健康、吃得时
尚、吃出营养”转变。

本次会议共有 236 家企业参
会，110 家企业参展。黑龙江省发
改委、财政等相关部门和部分市县
党委、政府领导，各级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负责同志以及企业代表820余
人齐聚中原，共商粮事。乔府大院、
海伦硒谷米业、肇源鲶鱼沟实业集
团、庆安东禾金谷等一大批黑龙江
省优秀企业在粮油展区集中展示驰
名中外的五常大米、鸭稻米、富硒大
米、弱碱米等优质特色大米及功能
米。还有穆棱凯飞素肉、大豆面条、
四合大豆食品以及全国首创的“大
豆冰淇淋”等一大批优质大豆食品
集中展示。同时，开展品牌宣传、文
艺演出、现场互动等精彩活动，并举
办黑龙江大米品鉴活动，推出寿司、
米饭等花式繁多的粮食产品供大家
品评。

参展期间黑龙江省还将广结
“粮缘”，共兴产业，在招商展区推介
招商项目，并召开招商引资座谈会，
与销区企业共谋合作双赢大计。

6月21日—23日，“黑龙江好粮油”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第二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期待您的光临！

各界人士在首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上来到
黑龙江展区深入了解“黑龙江好粮”

每年秋粮购销期黑龙江遍地金黄，优粮满
仓，收购场面十分壮观

农垦建三江农场上用粮食农垦建三江农场上用粮食
种出的中华大粮仓五个大字气种出的中华大粮仓五个大字气
势恢宏势恢宏，，彰显黑龙江人的自豪彰显黑龙江人的自豪

在在““黑龙江好粮油黑龙江好粮油””营销行动期间营销行动期间，，深入社深入社
区的黑龙江粮食展台前总是人山人海区的黑龙江粮食展台前总是人山人海，，软糯香软糯香
甜的甜的““黑龙江大米黑龙江大米””成为众多儿童的最爱成为众多儿童的最爱

2018年 8月 18日首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哈尔滨拉开帷幕，自此
我国粮食产业又增加一个无比重要的创新合作平台

第二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黑龙江“中国粮食 中国饭碗”主展区设计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