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心中有信仰， 脚下有力量。 今年寒假， 四川农业大学

3426 名青年学子返回家乡， 积极开展党史宣讲、访
谈红色人物、体悟红色研学文化、参与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
走基层、入街镇、进机关，不断拓展实践育人维度，将党的创新
理论“大道理”转化为服务社会、奉献祖国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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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研、访”中
见功力长才干

“我们团队将党的创新理论
融入青年生活场景，通过小切口
阐释大主题，让理论知识在宣讲
的过程中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

四川农业大学法学院“启
明———追寻红色记忆”团队 9 名
成员制作红色文化系列视频课
程 4 期，利用“互联网+”党史学
习教育阵地让红色文化线下“植
根”线上“开花”，将最新理论成
果与新时代传媒方式相结合，让
党的创新理论宣讲中“青年味”
更浓。

食品学院“食代先锋”团队
组建“百人宣讲团”走进家乡社
区和中小学等地，创新“文艺+宣
讲”形式，把党的二十大精神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唱出来、演
出来， 使青年宣讲更接地气、更
聚人气、更有底气。 同时，团队搭
建融媒体矩阵，设计党的二十大
金句红包 10 套， 党史故事连环
画 3 套，制作《听我说：党的二十
大》和《带你看：十年伟大成就》
系列短视频 10 个， 用青年人喜
欢的形式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新时代发展新面貌讲深、 讲透、
讲活。

“追随红色足迹，研学红色
文化”，川农青年一直在路上。 该
校充分利用家乡的红色资源，走
进红色文化馆、博物馆、烈士陵
园等地，在“红色移动课堂”中汲
取丰富的红色养分，让红色精神
入脑入心。

“伯伯您好，我们了解到您
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很久，请问您
知不知道我们这里比较优秀的

英雄人物呢？ ”理学院的“红‘理’
鱼” 团队 88 名成员回到家乡 15
个省市，走访中国红军城、成都
烈士陵园、 赵一曼实践馆等，并
开展实地调研， 收集调查问卷
300 余份， 绘制 8 本英雄人物故
事册，将实践成果实物化，从而
实现理论—实践—再理论的长
效发展。

“在此次红色研学中，我们
感受到了更多科技元素，比如红
色革命教育 VR 体验方式，这也
启发我们团队去探索更具时代
感的红色文化传播方式。 ”风景
园林学院的“丹心·红客”团队 15
名成员前往红军百丈关战役纪
念馆、 璧山烈士陵园等红色景
点，并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方式
拉近红色资源、红色文化与人们
的距离，让红色文化资源在互联
网上“聚”起来，号召更多青年学
子做传红领学人。

“访”谈革命先辈，用红色精
神激励青年。 500 余名川农青年
用镜头探访抗美援朝的老兵、老
党员等革命先辈，从而挖掘红色
故事、体悟红色文化、感受党的
红色精神伟力，用青年的视角探
寻尘封已久的红色记忆。

“先辈党员们吃了太多苦
却从未放下信仰， 我感到震撼
与敬仰。 ”一名成员在访谈后说
道。 土木工程学院“星火”团队
的 15 名成员在遵义革命老区
对红军后代进行访谈 , 真实记
录党员的故事与精神， 并整理
为 5 个红色故事集， 让党员们
的故事焕发新的光彩， 引导青
年学子学习先辈精神。

动物科技学院的“寻陌·赓
溯”团队 30 名成员在线上采访老
党员、退役军人，线下走访红色基

地采访当地群众， 与 50 多名党
员、群众深入交流，开展线上红色
人物主题微团课 10 个，“我们立
志通过先进人物访谈来引导青年
追忆党的革命先辈、 牢记党的光
辉历史。 ”队长陈茜说道。

志愿服务
情暖新春回报家乡

春运期间，宜宾市高县城南
汽车客运站内背着大包小包的
男女老少，正急匆匆踏上返家的
旅程，其间不断有各种口音的咨
询者涌来，商旅学院张锐一一细
致解答。 作为志愿者小组长的她
还带领志愿者小队进行三品检
查，为旅客提供失物招领、特殊
帮扶等便民服务。

临近年关，内江市高铁站迎
来客流小高峰，一位女士携带着
两三个行李包，推着轮椅上的老
人费力前行， 在出站口的楼梯、
旋转门等处通行时遇到困难。 食
品学院甘炆宇急忙上前帮忙，麻
利地扛起行李包，引导女士前往
便携通道。 早上八点半上岗，为
旅客提供各种帮助， 尽管辛苦，
甘炆宇却从未抱怨。

法学院聂梓亭在重庆北站广
场通过行程信息“看一看”、进站
检票“帮一帮”、公交地铁“指一
指”的方式，帮助旅客顺利出行。

莲花倡廉、瑞兔迎新、福气

满天……一张薄薄的红纸，折折
剪剪，手指翻飞，一幅幅构思巧
妙、质朴灵秀的窗花在土木工程
学院黄双琪的手上应运而生，不
“剪”单的年味儿涌了出来。 湖北
省襄阳鱼梁洲明珠路社区联合
当地老年大学举办“瑞兔灵动
来，剪纸迎新春”活动，作为社区
志愿者的黄双琪带领青少年学
习剪纸技艺， 感受民间艺术魅
力，将窗花和春联送到辖区空巢
老人家中。

1000 多个饺子， 从采办、择
韭菜、剁肉，到包制、下锅、分装，
每一道工序，都是动物科技学院
许翊臣与社区工作人员操办的，
饺子热气腾腾， 欢笑声不绝于
耳。 一大早许翊臣便与社区人员
一起乘坐大巴前往德阳市罗江
区白马关镇太三村，为村民包饺
子、写对联、送去新春祝福。

“待在家里过大年，不缺吃
穿，但不热闹，年味不够，这里
有欢声笑语 ， 年味也随之而
来！ ”信息工程学院马英积极参
与社区举办的春节晚会， 从前
的她与社区打交道少， 为了准
备好晚会， 她三天两头往社区
跑，编排节目、搬运表演道具、制
作题词板……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拉开帷幕，社区居民与小朋友唱
歌、跳舞、表演书法、打架子鼓，
赢得满堂喝彩。

“没事，我们上门来服务。 ”
来自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的王
琳前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
三溪口社区开展了为期 10 天的
返家乡社会实践。“王奶奶，我们
来给您打疫苗了。 ”王琳陪着医
生前往王奶奶的家中为她进行
疫苗接种。“我现在腿脚不太好，
下楼都很吃力，志愿者上门来给
我打疫苗、送健康包，真是太感
谢他们了。 ”王琳共协助社区为
280 余名 60 岁以上的老人派送
健康包， 并登记 80 岁以上老人
疫苗接种台账，帮助老年群体做
好安全防护。

动物医学院的伍佳玲成为
雅安市雨城区青江路社区志愿
服务团队的一分子，累计走访社
区 50 多户人家， 一对一上门给
独居老人发放口罩、抗原、药品
等防疫物资。

“没有天然气，没有自来水，
绿化设施不足……” 四川省资阳
市安岳县两板桥镇人民政府的

“新晋”访问员艺术与传媒学院的
罗洁正一笔一画记录着百姓家中
的问题。玉龙村是脱贫村，为防范
民众返贫致贫， 她跟着驻村干部
一起每家每户进行年终走访，记
录百姓生活难题， 通过全国防返
贫监控系统登记记录走访情况，
保障群众的生活质量。

“本土酒企业缺乏线上销售
渠道、整体知名度不高。 ”“我觉
得我们应该打造高质量的直播
方式，增加线上销售量，提高影
响力。 ”土木工程学院吴俊杰和
草业科技学院叶歆雅针对大邑
县本土白酒企业存在的问题进
行了讨论。 16 份方案报告、3 个
账号创建，实地选品调研……吴
俊杰、叶歆雅在成都市大邑县人
民政府实习过程中协助政府开
展本土产业分析，进行直播带货
的各项准备工作。

“川农的两名位同学做事很
认真，办事效率很高，我们也希
望在大学生志愿者的帮助下，将
我们大邑县本土品牌推广出去，
带动乡村经济振兴。 ”带队负责
老师说到。 （据《中国青年报》）

四川农业大学：三千余名返乡学子汲取信仰力量
实践中书写服务奉献“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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