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10月21日讯(记
者 尹明亮) 把你的志愿故
事与全国的少年一起分享吧！
2019复星保德信青少年社区
志愿奖评选已经开始了，今
年，齐鲁晚报将和上海复星基
金会一起，继续面向山东的中
学生寻找优秀青少年志愿者。
抓紧联系我们吧，写出你的志
愿故事，你就有机会和全省、
全国的优秀青少年志愿者同
台交流。

在2018年度青社奖的开
展过程中，山东许许多多的优
秀中学生志愿者出现在了我
们眼前，他们有初中生，也有
高中生。走上演讲台，志愿服
务让他们变得成熟、富有爱
心。从济南育英中学到山师

二附中，初中生们从细微处
着手，在一次次的志愿服务
中沉淀着对社会的了解。在
山东省实验中学、山师附中、
济南外国语学校等高中，优
秀的中学生志愿者们也纷纷
送来报名资料。登上全国的
颁奖舞台，山东的中学生志
愿者们也同样星光熠熠。在
2018年度的青社奖中，我们
从全省报名者中评出了45名
省级获奖者，其中8人获评全
国优秀志愿者，3人获复星保
德信全国明星志愿奖。在最
终选出的两名赴美国与国际
青少年志愿者交流的慈善大
使中，山东中学生也占了其中
之一。

复星保德信青少年社区

志愿奖起源于保德信青少年
社区志愿奖。保德信青少年
社区志愿奖是美国最大的、
授予青少年的、完全基于自
愿性社区义工服务的奖项，
于1995年由保德信金融集团
与美国中学校长联合会合作
发起。数十年来该项目已经
扩大为一个国际网络，在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12-18岁青
少年当中开展，吸引了几十
万 优 秀 的 青 少 年 志 愿 者 参
与，鼓励他们通过发挥志愿者
精神为社区服务。

2019年度复星保德信青
少年社区志愿奖还将由齐鲁
晚报负责在山东开展优秀公
益案例的征集和评选。中学
生或者是曾积极参加各种公

益活动，或者是有一个好的
公益创意即将付诸实践，都
可以报名参与此次评选。涉
及的公益领域可以是去养老
院或孤儿院照顾老人、小孩，
可以是在社区里绿化环境、
保持卫生，也可以是维护网
络文明……

总之，只要你热衷公益就
抓紧下载报名表填好邮寄给
我们吧，报名结束后，我们将
在全省评选出30名省级优秀
志愿者、15名省级明星志愿
者。获得全国明星志愿者的获
奖者将免费赴上海参加中国
颁奖典礼，在复星保德信青少
年社区志愿奖中还将选出两
名全国慈善大使免费赴美国
华盛顿参加颁奖典礼。

学 生 可 登 录 网 址
www.pfspirit.org下载报名表
打印后填写，报名表填写后
需经学校校长、团委老师或
德育老师审核真实性后签字
确认。

活动注意事项：
1、活动咨询电话：0531—

85193855,15969678226
2、报名日期：截止到2018

年11月15日
3、报名材料邮寄地址：济

南市泺源大街2号大众传媒大
厦齐鲁晚报尹明亮收。

4、申请条件：12-18岁的
初中生或高中生；在上海、北
京、江苏、山东地区就读；申报
的志愿活动在2018年11月之
前发生。

热爱志愿服务的中学生看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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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细胞
仿佛都在讲课

回想起第一次上思政课，
山东师范大学2018级数学与
统计学院的小秦说，上课前翻
了翻课本，并自动脑补了老师
上课的场景，“肯定乏味而无
趣”。课又不得不上，他顺手将
自己的专业课作业塞进了书
包，想着无聊的时候可以做点
数学题。

结果，一下午的课程结束
了，小秦的数学作业却从未打
开过。以后的思政课课堂，他
再也没在书包里塞过专业课
作业，甚至每次上课之前，都
有些雀跃和期待。思政课的授
课老师，就是山东师范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任者春。

2018级的窦美云想了很
久，也无法用合适的词形容任
者春的课，“激情澎湃、绘声绘
色？跟任老师的课堂相比，这
些词语都太逊色了。”

10月15日，记者在山东师
范大学长清湖校区旁听了任
者春的思政课，课程名是《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记
者想起了一个形容：一颗跃动
的灵魂。窦美云立刻补充道，

“是的，任老师的课堂让我们
从灵魂深处舞蹈，他用激情感
染着我们。”

“你知道商鞅当时怎么求
职的吗？至少经过了四轮面试
啊，才得到秦国老板秦孝公的
赏识！他的面试还得需要推荐
人，而且前两次都不受待见，
你知道他怎么打动面试官的
吗？”任者春诙谐地发问，学生
的眼光立刻聚焦在了他身上。

思政课上为何要讲商鞅？
原来，任者春将人生价值的实
现等具体抽象的道理，化作一
个个案例，这些案例或萃取于
传统文化，或采于近现代历
史，或取材于当下时代。在教
学中，他将这些案例用学生喜
闻乐见的方式讲述出来，分组
讨论，受到学生欢迎。

任者春在课堂上是有一
些俏皮的，好像全身每一个细
胞都在讲课，那智慧又不失诙
谐的眼神，讲到有趣处他自己
甚至会跳起来。窦美云觉得

“手舞足蹈”用来形容任者春
非常合适，“课堂上你根本不
舍 得 将 目 光 从 老师身 上 移
开。”

“一个有大贡献的人一定
是师从智者，那商鞅的老师是
谁？”任者春在潜移默化中，教
授学生为人师者的道理。“四
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任者春告诉学生，根据历史猜
测，这句话就是商鞅的老师尸
子提出的，这是迄今在中国典
籍中找到的与现代“时空”概
念最好的对应。此言既出，学
生都为中国文化的高远境界
所震撼，也为任者春的旁征博
引所感染。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
是思想情感交汇的地方，只有
思想才能启迪思想，只有热爱

才能召唤热爱，只有激情才能
激发激情。”任者春说。任者春
追求生命在场的教学意义，他
将对课程理论的坚定、对学生
的责任充盈于心，这一切交汇
于自己的生命，将这种状态在
课堂绽放。

给学生满满的获得感

“在他的课堂上，每个人
都是课堂的主角，每个人也是
倾听者。任老师教会我们慢慢
地打开自己，用最真诚的态度
看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每个
学生的想法、困惑和经历，在
任老师的课堂上都可以开出
奇妙的花。”2018级的高雪纯，
庆幸自己刚上大学就遇到了
任者春。初入大学的懵懂与疑
惑，都慢慢在任者春的课堂上
找到了答案。

“任老师，我们想你了！”
如果在网络上搜索任者春的
名字，就会出现很多学生回忆
任者春的帖子。“之前学长给
的‘力荐清单’中有任老师的
思政课，听完以后感觉整个人
神清气爽，我也想把这堂课加
入 清 单 ，让 学 弟 学 妹 受
益……”

任者春课堂之前都有一
个演讲环节，学生自主选择素
材，发表自己的观点。学生展
现自我的同时，也成为任者春
了解学生内心的一个窗口。窦
美云的课前演讲是关于电影

《无问西东》，演讲之前，她将
自己的文稿发给了任者春，任
者春给了细致周到的见解，让

窦美云感动，她也自动将老师
划为了“好朋友”之列。这个爱
思考的女生，一旦有什么疑
惑，总是第一时间给任者春留
言，每次讨论，窦美云都能满
载而归，对人生有了更加明确
的见解。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想得
到大学生的喜欢，必须增强课
堂的获得感，通过上课学生可
以获得他们想获得的东西。学
生想获得什么？这就是我平时
上课经常在脑子里想的问题。
比如信息，哪些信息是学生希
望获得的？”任者春想学生之
所想，一开始有一个说新闻的
新闻点评环节，引发大学生关
心社会，培养责任感。

在课间，任者春还会结合
课堂主题，放一些精心挑选的
音乐和短视频，供学生欣赏和
讨论。“我们总是很享受这样
轻松而又干货满满的课堂，甚
至感觉不到时间在流逝，下课
铃响了仍不舍得下课。任老师
的风趣与爽朗太有感染力，即
使在课下同学间仍然讨论任
老师课堂上提到的话题。”
2018级谭慧玲说。

“将来想成为
任老师那样的老师”

任者春的授课，遵循一种
“大教学论”，他觉得思政课就
是专门来体现这个“大”字的，
直接塑造学生、提升学生的大
境界。“这种课程，就是要让学
生把各门课程的学习向着一
个整体去整合，把各门课程学

习的知识跟生命境界的提升
深度融合起来。”任者春认真
地说。

作为师范生，将来是要走
向教书育人的，任者春深知这
一点。“思政课是能够在更大程
度上使得将来的职业者是一个
完整的人，是一个从国家利益、
整体利益去思考问题的人，即
所谓的识大体的人。”任者春觉
得，将来，自己的学生走向教师
的岗位，家长把孩子交给这样
的老师，就是最放心的。

焦海泉是山东师范大学
2016级体育学院的学生，虽然
上任者春的思政课是在大一，
但焦海泉目前仍将任者春的
教诲和指点铭记于心，“希望
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任老师
那样在学术上有成就、在教育
上有发展的优秀的人民教师，
像他一样，将专业知识用生动
有趣的方式呈现给学生，将自
己所学揉碎了再重新反哺给
学生。”

焦海泉与任者春的沟通
比较多，“每节课下课我都会
与老师交流想法，向老师反
馈一部分我上课的感受和学
到的内容，那时我甚至不知
道毕业以后能干什么。”那时
候，焦海泉与任者春畅聊他
人生的发展方向，任者春帮
他一点点分析自身的个性与
特点，为此焦海泉一直非常
感动。“正是任老师对我耐心
的帮助，让一名来自农村的
小男生感受到了刚进入的这
所学校的温暖，并且逐渐地
感受到了自己可以改变自己
命运的力量。”

从教30年来，任者春与学
生们一起探讨求索，让更多同
学消除迷茫，追逐梦想。任者
春将其当作自己职业生涯的
荣幸和荣耀。多年以来，课堂
上，他激情幽默传道授业；课
堂下，循循善诱释疑解惑，成
为学生心目中可爱风趣的“大
朋友”。

下课铃响了学生还不舍得走

他他的的课课被被学学长长加加入入““力力荐荐清清单单””

任者春将抽象的人生价值实现等理论化作有趣丰富的案例。

在这堂思政课上，学生恨不得时间可以走得慢一些，课
下仍然追着老师问这问那。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任者春，将自己的智慧与幽默展现在课堂，举手投足
间，用激情诠释什么是“生命在场”的课堂。

我的
思政课老师

扫码观看任者春

思政课堂精彩片断

A09齐鲁学堂
2018年10月22日 星期一

编辑：穆静 组版：刘静


	A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