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这是是思思政政课课，，也也是是““交交响响乐乐””
山财大邢慧荣：愿做学生和思政课间的翻译

本报济南11月4日讯(记者
尹明亮) 一个个中学生志

愿者用自己的志愿行动讲述
着奉献的故事。2019复星保德
信青少年社区志愿奖评选正
在征集报名中，全省各地青少
年志愿者的志愿故事也在齐
鲁晚报编辑部汇集。今年，齐
鲁晚报将继续与上海复星基
金会一起，面向山东的中学生
寻找优秀青少年志愿者，你也
来写下自己的志愿故事吧。

去年，复星保德信青少年
社区志愿奖首次走进山东，我
们从全省报名的中学生中推
选出的优秀志愿者也在与其
他省份志愿者的交流中闪耀
光芒。从今年10月份开始，新
一轮的推选开始，各地中学生
也用他们自己的行动阐释着
志愿服务精神。在济南市育英
中学，一个个中学生的报名表

寄来，讲述着不同的故事。初
中生刘安南参加针对外来务
工子女的教学服务活动，向那
些从外地而来的小孩子传授
知识，自己也从中收获着新
知。同样来自育英中学的李炳
洁与书结缘，热爱读书的她为
了推广阅读，和自己的伙伴们
进行图书义卖、做读书宣传、
走 入 学 校 和 同 学 们 分 享 书
籍……

来自烟台三中的王佳仪
多次参加清洁城市的活动，守
护城市的美丽；山东省实验中
学的刘乃菡同学参加暑期支
教，在一周的支教中与山区儿
童一起学习生活；济南五中的
李卓原带“福娃”回家过年，义
卖 玫 瑰 花 为 白 血 病 患 者 捐
款……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中
学生也在一次次公益活动中，
认识着社会，收获着成长。

不同的志愿活动阐释着
相同的志愿精神，在各地的中
学中，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故
事，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中学
生写下自己的志愿故事，参与
到2019复星保德信青少年社
区志愿奖评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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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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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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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中学学生生们们，，志志愿愿服服务务大大奖奖等等你你来来
2019复星保德信青少年社区志愿奖评选报名征集中

文/本报记者 郭立伟
片/视频 本报记者 王媛

头脑风暴
成就“百家讲坛”

山东财经大学2013级财
政税务学院的许钰莹虽然已
经毕业，但谈起马克思主义学
院讲师邢慧荣，语气就像挖到
了宝，“她的课我一直都是坐
前面，不是中间的前排，是旁
边的前排，就为了离她近点。”

渐渐地，“邢老师的课大家
争着往前排座”，成为了一个传
统。11月1日，在邢慧荣开设的
思政课上，2017级美术学专业
的高舒淇再次抢到了“第一排
第一个位置”。整个上课过程
中，除了例行的翻阅课本，她没
有低过一次头，她的眼睛追逐
着邢慧荣，随时准备接住邢慧
荣抛出的问题，“因为回答邢老
师的问题得靠抢”。

邢慧荣的思政课名为《从
认识论的纬度解读新时代思
想》，充满了浓浓的哲学辩证味
道。为了今昔对比，表现新时代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邢慧荣引
用了100多年前八国联军侵华
的案例。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十
几万清军为何无法抵挡人数不
及两万的八国联军？邢慧荣放
出了几张清朝百姓坐视外敌入
侵袖手旁观、甚至成为帮凶的
图片史料，图片的冲击力令学
生震撼，原来，旧中国的至弱之
源，是轻视人民群众。

台下学生恍然，政治历史

课本上从小背到大的“一切为
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绝非
一句空话。2017级的刘涛，已
经不止一次为邢慧荣的博学
而折服。“邢老师从不会照本
宣科，她讲马克思主义，会讲
马克思的爱情以及他颠沛流
离的一生，讲述一个伟人所经
历的苦难和他心中永恒的信
仰，马克思是一个活生生的
人，让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
加深刻的理解。”

没容学生多想，下一刻，
邢慧荣立马抛出了问题：“假
如你们生活在100多年前，你
们 想 为 当 时 的 中 国 做 些 什
么？”班里瞬间七嘴八舌地炸
开了锅，不用起立不用举手，
学生可以坐着回答问题，回答
完之后附上学号。听她的课像
听了一场过把瘾的‘百家讲
坛’，从来不缺欢声笑语，更不
乏激烈讨论。”2014级统计专
业单姣在学校举办的“我最喜
爱的老师”征文比赛中，向自
己喜爱的邢老师表露心声。

邢慧荣的课堂就像一场
大型交响乐，一个乐章接一个
乐章，精彩纷呈，可又是那样

“润物细无声”。一节课下来，
邢慧荣这样的发问至少要进
行三四次，一次又一次的头脑
风暴中，学生获得感十足。

邢慧荣认为，哲学就是最
原始的发问，哲学家是思想的

“助产士”，“我就是承担助产士
的角色，启发学生回答问题，而
不是直接告诉他们标准答案，引
导他们用主体的态度去思考。”

用学生喜欢的话语
传递经典的思政课

作为一名年轻老师，邢慧
荣脸上时常洋溢着的自信笑
容，知性与青春兼具的气质，稳

重中透着活泼，是学生眼里爽
朗的“小姐姐”。对于思政课，不
同专业背景的学生，课堂的接
受程度会有些许差异，尤其是
理工类学生，可能更加讲究“实
用”。面对学生的困惑，很多思
政课老师自己也露了怯，认为
宏观甚至空洞的东西，不好教。

如何为学生打开这扇门，
是邢慧荣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如果人生是一辆行驶的汽
车，你打算往哪个方向开，思
政课作为一种思想认识和方
法论，会给你最直接的引导。”
邢慧荣经常和学生这样说。

就这样，邢慧荣充当了一
个“翻译者”的角色。如今的

“95”后甚至“00后”，他们有自
己独特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
义经典原理等话语，学生大多
从初中就开始接触，虽然很多
段落倒背如流，但其中真正的
含义对大学生而言却是陌生
而遥远。如何把艰深的理论，
化为形象动人的言语，邢慧荣
动了不少心思。在她的授课
中，可以将两种话语体系来回
转换，用学生喜欢的话语，传
递经典的思政课。

为什么要学习思政课，邢
慧荣曾经给了学生一个最接
地气儿的说法：“任何国家都
有其意识形态，就好比每一个
家庭都有其自身的教育理念
一样。“我们作为孩子，不听自
个儿父母的话，难不成要去听
别人父母的话？”道理很简单，
学思政课，就是信任我们的父

母，聆听父母的教诲。
基于此，邢慧荣认为思政

教育不难。“要让我们的孩子，了
解到我们这个家的来之不易，我
们身为这个家中的一份子，应当
如何正确进行个人定位、如何承
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邢慧荣
说得非常认真，令人动容。她坚
持认为，应该让孩子们在思政课
中有获得感，燃起他们伟大抱
负，移情国家的宏大格局。

经典理论
化作了生活常态

邢慧荣将“传道授业解
惑”放在了日常生活中，思政
课就这样被她搬下了课堂，由
经典理论，化作了生活常态。

“我所了解的上过邢老师课的
人都和她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课上是师生，课下更像朋友。”
2014级的姚学辉告诉记者。

“大学毕业很久了，还时
常怀念邢老师的课，真希望有
一天能重回课堂，认真地听邢
老师精彩的授课，为我以后的
工作生活补充源源不断的能
量。”山东财经大学2011级劳
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刘凡，想起
邢慧荣感慨道。虽然很多学生
毕业了，却仍然与邢慧荣保持
着密切的朋友关系，在人生的
每一个转折点，他们希望得到
邢慧荣的引导和建议。

邢慧荣曾经开设过一堂
全校公开课《角色学导论》，这
堂课在当时成了全校的“抢手

货”，许钰莹特别感谢这堂公
开课，因为这堂课，她收获了
一生的良师益友。“我有很多
问题都会请教她，尤其在我十
分艰难的阶段。我最感动的
是，她不会因为我不是她的直
系学生而敷衍我，即使在她最
忙碌的时候，还是很耐心地帮
助我、开导我，包括我在大学
里做过一些很重要的决定，也
是和她商量之后决定的。”

“因为敬重你，我慢慢也变
成了你的样子。”2016级美术学
专业的薛雪正在准备考教师资
格证，邢慧荣已经成为她理想
老师的典范。许钰莹也慢慢成
长起来，除了有重大事情向邢
慧荣请教，别的已经都可以自
己决定，“因为很多决定，即使
没有跟她商量，我也知道如果
问她，她会怎样回答，这算是潜
移默化的影响吧。”

邢慧荣珍视与每一个学生
的感情，作为一个思政课老师，
任务艰巨。“无论是课堂还是课
下，我愿意做一个跟他们聊天的
人。如果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积极的作
用，那我就很知足了。”

如果把思政课比作一场交响乐，每一个学生都是乐手，
而思政课老师就是那个音乐指挥。山东财经大学邢慧荣的思
政课就是这样一个课堂，作为课堂的灵魂人物，邢慧荣将自
己当作了课堂的引导者，吸引学生不断发问。有学生评价，邢
老师的课堂就像一场“百家讲坛”，“她的启发式教学，让我们
不断进行头脑风暴，用主体的态度去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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