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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奋斗 ，心怀“国之大者 ”
是我们的信仰

心怀“国之大者”，立大志、
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这是青
年人的视野和格局。

“假期都要在青藏高原上
了， 要和家里做好解释， 预计 5
日返回学校，这样不耽搁假期后
的教学，我们抓紧时间把本次考
察点位定下来。 ”“五一”假期前
夕，西南交通大学“艰险复杂山
区铁路减灾选线”科研教学一体
化团队带头人、西南交通大学教
授赵晓彦认真布置调研安排。

这是自 2018 年 11 月第一次
川藏铁路地质灾害实地考察以
来，这支团队第 12 次深入青藏高
原开展川藏铁路相关地质研究工
作。“我们要思考，怎么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新
时代，高校怎么做、高校教师怎么
做， 才能使我们的青年成为堪当
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赵晓
彦说，组建团队的目的之一，就是
克服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弊端，
吸纳学生参与其中， 也将帮助这
些年轻人明确学习方向， 了解国
家需求，增强使命担当。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科学园的
实验室里， 仪器学院硕士生崔文
文正和导师一起忙碌， 针对空间
引力波探测望远镜系统测试中的
超稳定环境控制问题， 开展技术
方案设计。 崔文文所在的谭久彬
院士团队专注于高端超精密仪器
技术研究，几十年来，瞄准国防、
航天及民用领域的国家重大需
求，突破了一批“卡脖子”关键技

术。这些都深深影响着崔文文，他
把自己的就业去向锁定在航天领
域。“耳濡目染，我常常感动于哈
工大的这样一批人， 他们将个人
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
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为国为民，
夙兴夜寐，殚精竭虑，打造国之重
器，培养优秀人才”。

“为国造仪，是我们的使命。 ”
90后青年创业者、 国仪量子（合
肥） 技术有限公司 CEO 贺羽坚
信， 目前我国的量子信息技术研
究处在世界前列， 用先进的量子
精密测量技术做科学仪器， 很可
能为我国高端科学仪器行业提供
一个“弯道超车”的变革式机遇。

长久以来， 高端科研仪器几
乎被国外企业垄断， 科研工作者
不得不面对国外厂商临时加价、
维修困难等问题。 令贺羽欣喜的
是，公司成立不到 4 年，已在仪器
仪表诸多领域实现国产替代。“做
国产科学仪器的创业者和科研
者，需要长年累月地投入研究、保
持创新，真正成为一个工匠。 ”贺
羽说，“我已经做好了为这件事奋
斗 20年、30年、40年的准备。 ”

去探索， 追求卓越是我们
不变的标尺

以祖国的方向为方向， 让科
研创新成果与国家发展需要丝丝
入扣，这是青年人的勇毅和担当。

东华大学材料学院的“硬核”
学霸龚维又开始了新一轮攻关，
攻坚克难，就是他的生活常态。龚
维曾获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一等
奖、上海市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
围绕纤维材料智能化课题， 开展

前沿基础研究， 成功搭建摩擦电
纤维生产线， 在世界上率先实现
摩擦电纤维的工业化生产， 申请
专利 11 项， 授权发明专利 6 项。
他用持续而务实的探索， 诠释了
一名青年共产党员的初心。

“要在传统纤维智能化的道
路上留下中国人的贡献。 ”龚维
说，“把科研开展在领域的最前
沿、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方面取得
突破，践行新时代大学生的责任
与担当。 ”

1983 年出生的岳海荣，在天
津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后，就
职于四川大学化学工程学院，主
要从事低碳技术与工程、大气与
固体污染治理等领域的科学研
究，2018 年晋升为教授、 博士生
导师，2019 年入选国家级高层次
人才青年学者。“作为一名低碳

技术与绿色化工领域的基层科
研工作者，更应肩负起时代的责
任，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社
会需求、 面向国家战略目标，努
力解决实际问题，为可持续发展
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岳海荣说。

“青年就要有青年的样子，
敢为人先， 敢于突破， 朝气蓬
勃。 ”今年是王新旸来到哈尔滨
工业大学电子所攻读博士学位
的第 4 年，眼下的任务是搭建新
体制雷达智能检测架构。“我所
在的刘永坦院士团队的严格是
出了名的。 研究初期的探索阶段
总是痛苦的。 每当迷茫时，导师
总是鼓励我用系统思维观察和
处理工程科学问题，他特别强调
不做‘空头文章’，引导我从实测
数据中分析问题、 寻找问题，在
真课题中解决真问题。 ”王新旸
说，“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学

生，我们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我
深知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
将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攻关中，以
聪明才智贡献国家。 ”

电子科技大学的国家示范
性微电子学院硅光研发小组是
一个“尖兵”小组。 2020 年度国家
奖学金获得者陈彦旭是小组的
一名在读博士研究生。“我将不
断夯实基础， 加强学术底蕴，尽
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国家电子信
息产业的做大做强添砖加瓦。 ”
陈彦旭告诉记者，团队目前正向
全硅光电集成、智能感知装备研
究发起新一轮冲击。

去耕耘， 在祖国的大地绽
放青春之花

“我们将对接‘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帮助安徽金寨花石乡的
蜂农们扩大销路，把大别山深处
的‘中国好蜜’送出国门。 ”4 月中
旬，扬州大学的青年创客张志鹏
与江苏阿佳尔商贸有限公司签
下了一份价值 500 万元的产品
采购合同，给大别山里的蜂农送
去一份大礼包。

张志鹏目前在扬州大学动物
科学技术学院攻读博士。 自 2016
年起， 他就倾力为有志于服务乡
村振兴的大学生创客搭建“梦想
吧”，指导、帮扶大学生创业项目。

“作为博士生党员和新时代农科
学子，我们要通过学习党史，践行
初心使命， 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和
智力优势， 扎根乡村为农民办实
事、解难事。 ”张志鹏说，“我将牢
记强农兴农使命， 把个人理想追
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 奋力
成长为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为
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

这个“五一”假期，在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三营镇
洱源职中， 上海交通大学第 22
届研究生支教团的成员忙得热
火朝天。 支教团成员谭涛说：“从
东海之滨来到洱海之源，加入乡
村教育工作者的队伍，我们要教
好每一位学生，帮助学生成长为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能工巧
匠、大国工匠。 ”

前不久，华东师范大学选调
生训练营开营。“这条路选对
了！ ”一位已在四川工作多年的
选调生感慨。 目前，华东师范大
学已有近 300 位优秀选调生投
身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新一批
选调生训练营营员正在接受“三
级导师制”的培训，全方位提升
能力素质，时刻准备奔赴远方。

许亚云是复旦大学中国语言
文学系 2019 级博士研究生，也是
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

“星火” 党员志愿服务队副队长。
在她看来，新时代的青年有理想、
有血性、有志气、有骨气、更有底
气。“我们不仅要学好知识技能、
修炼基本功，还要肩头有责任、心
中有理想。 在百年党史的奋斗历
程中，涌现出一大批革命烈士、英
雄人物、先进模范。 现在，我们接
过革命先烈的旗帜， 扛起沉甸甸
的责任继续往前走。 ”许亚云说，

“坚定理想信念、 矢志拼搏奋斗，
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
位的人生，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

（据《光明日报》）

4 月 30 日，“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暨“五四”主题活动，在上海黄浦区五里桥街道举行。来自街
道的青年志愿者、居委工作人员和社区企业员工，通过自编自演的
情景剧，与现场观众重温“五四”历史与建党历史，迎接即将到来的
“五四”青年节

2400米深的中国四川锦屏山山体内，中国极深地下实验室里的首个大型液氙暗物质探测器日夜运转。 这里没有节假日之
分，日子是按照实验进度计算的。 一群年轻的暗物质‘捕手’，在通宵达旦的工作中开启了 5 月的第一天。

上海交通大学牵头国内多家单位开展的 PandaX 实验团队，已在这里驻扎 10 多年。 ‘PandaX 实验是面向超出粒子标准模型新物理
的重大基础前沿研究，开展暗物质直接探测、天体中微子等原创实验。 最近，团队正在开展新一代实验。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
副教授邬维浩告诉记者。 一年多前，邬维浩回国加入 PandaX 实验研究，他感受到祖国在高等教育和基础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快速发展，更
加坚定了要学好理论、精进专业，坚定前进，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清华大学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广大教师和青年学生提出殷切期望，在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人当中引发
热烈反响，为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成长发展指引了航向。 ‘总书记提到要保持对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鼓励自由探索，敢于质疑现有理论，
勇于开拓新的方向。 作为基础科学研究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我备受鼓舞。 ’邬维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