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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信仰之灯 勇担青春之责
——写在市学联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

宁波市学生联合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

这是在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热烈氛围中、

在全市上下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的背景下召开

的一次青春盛会。

过去五年间，全市学联、学生会组织主动适应新

时代的要求，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学子拼搏在新时代、

奋进在新时代、成长在新时代，紧紧跟随时代变化的

步伐，与祖国共奋进，与宁波同发展，共同描绘出了

一幅绚丽多彩的青春画卷。

心有所信，方能远行。五年来，
全市学联、学生会组织以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主线，以筑牢理想信念为
目标，广泛开展“我的中国梦”“与信
仰对话”“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

“14 岁集体生日”“18 岁成人仪式”
“彩虹人生”等主题教育活动，帮助
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进一步激发青年学生
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每一堂“思政公开课”都是一次
“青年大学习”。近年来，团市委、市
学联组织浙江省大中学校思政公开
课巡讲团青年讲师、宁波市小螺号
青年讲师团青年讲师、宁波市微团
课大赛优秀选手等思政课师资力量
走进宁波大、中学校，以社会为教
材，围绕不同主题开展思政公开课
巡 讲 活 动 2250 场 ，通 过 微 团 课 讲
授、现场访谈等形式，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青
年、引领青年、凝聚青年，唱响主旋
律、弘扬正能量、传播好声音，进一
步强化对青年学子的政治引领和价
值引领。

“我们希望通过思政公开课的
形式，开展好青年学生的思想引导、
人生指导，也期待新时代青年学子
们能够胸有大志、心有大我、肩有大
任、行有大德，把个人发展和国家民
族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在更大的
格局当中找准自己人生的定位。”团
市委相关负责人说。

结合改革开放 40 周年、五四运
动 100 周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一二·九”运动 75 周年、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
市学联广泛开展思政公开课巡讲、
形势政策宣讲、学习研讨等，不断增
强青年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认同和自信。五年来，全市学
联、学生会组织开展各类思想引领
活动 17995 场次，覆盖近 37 万余名
学生。

不仅如此，市学联深入实施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进一步
优化集挂职锻炼、社会调研、志愿公
益等多元化于一体的实践培养体
系，更加注重校、地之间合作对接的
内容和方式，市、校两级培养体系日
益健全，课程体系逐步完善，培养手
段日趋丰富，青年学生骨干的培养力
度进一步提升。五年来，举办市级新
世纪人才学院5期、校级青马班1992
期，培养大学生骨干3.2万余名。

其中，宁波大学青年人才学院
自 2008 年开办第一期以来，每年组
织品学兼优、综合素质高的大学生
骨干学习党的创新理论、重要战略
思想、重大政策，社会热点问题、社
会思潮，汇聚成十万余字的日记，体
悟初心，强化担当；浙江万里学院

“领袖—接班人”创业训练营，将青
年人才培养、学生社会实践、服务社
会需求相结合，2018 年被评为全国
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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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青年，不止有诗和远
方，更有梦和家国。五年来，全市学
联、学生会组织引导广大学生围绕
党政中心工作，深入基层群众关注
社会热点，坚持一线建功，投身火热
实践，累计有来自全市大中专学校
的 1 万多支团队、25 万余人次参与
其中，在各类实践锻炼中了解社会、
增长才干、作出贡献。

宁波财经学院“鱼鹰”五水共治
社会实践团，自 2016年成立以来，一
直以宣传、普及和参与五水共治为
实践内容，引导越来越多的大学生
自觉参与水环境保护。“鱼鹰”五水
共治社会实践团创设的“五位一体”
五水共治工作法，入选浙江省“五水
共治”（河长制）工作简报，该团队获
国家级荣誉3次，省市荣誉5次。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民宿
改造与提升”学生社会实践小分队
在 2 个月内为新桥镇“私人定制”特
色民宿客栈建设方案 9 套，决策建
议稿和调研报告获市农办肯定批
复，入围了浙江省“双百双进”社会
实践 30 强。

宁 波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满 族 印
记”——开启非遗剪纸的 IP 之路暑
期社会实践团队抓住“国潮”的契
机，将非遗融入现代设计，让传承千
百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活”了
起来。团队入选 2020 年全国大学生
百强暑期实践团队，并获得“全国优
秀暑期实践团队”。

与此同时，“小星辰”“小湾仔”
“小蟹蟹”“小青柠”成了我市青年的
一张张“金名片”——五年来，我市累
计有 49万人次青年学生参与社会志

愿服务，让青春在志愿服务中闪光。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公益学堂”

推行“志愿服务课程化”“志愿者全
员化”和“公益认证学分化”，年均开
展志愿服务 300 余项、年均组织志
愿者约 9000 人次。其中，“绿色风”
环保协会被评为教育部实践育人校
园文化品牌。“银巢养老”公益创业
项目获“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
赛银奖，“95 后银巢女孩”李靖慧获
评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宁波诺丁汉大学近 5 年来已有
800 多名志愿者奔赴全球 35 个国家
和地区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包
括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土耳
其、摩洛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等，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年轻的志愿者不但践
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也在讲好
中国故事的主旋律下谱写出属于自
己的青春篇章。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建志
愿者学校，志愿者注册率 100%，打
造了“暖春行”春运志愿服务品牌项
目，11 年来共有 2500 多名大学生志
愿者投入行动，服务时间累计超过
3 万小时。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返乡大学
生到所在社区（村）报到，努力当好
疫情群防群控的“战斗员”“宣传员”

“保障员”，全市累计返乡大学生参
与志愿服务达 5832 人次。“作为一
名新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我要为
第二个家乡——宁波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吐送托
合提·阿西木被评为“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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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青春远航的动力，创业
是青春搏击的能量。5 年来，全市学
联、学生会组织积极参与创新创业，
坚持奋进追梦。培树创新人才，组织
同学参加全国、省级各类“挑战杯”

“创青春”大赛，获得省赛二等奖以
上奖项 146 项，在全市青年学生群
体中积极培树了一批“青年创客”。

把“鲜活银鲳”送上普通百姓餐
桌，是宁波大学东海银鲳学生科技
创新团队的奋斗目标。该团队主要
从事银鲳养殖、育苗和产业化前期
技术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
篇，申请和授权专利 50 余项，攻克
银鲳无法全人工养殖的世界三大难
题：银鲳“投喂难”“防病难”“育苗
难”。

2018 年以来，该团队获得第四
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金奖、“创青春”浙大双创杯全
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铜奖、第五届“创
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等省级以上奖项 10 余项。成员们利
用自身科研优势与其他多家企业单
位合作，创立宁波仓蓝水产科技有
限公司，推进了银鲳产业化的发展。

不仅如此，我市学联搭建逐梦
平台，开展青年创新创业服务行动，
进一步激发同学创新创业意识，形

成了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
宁波大学结合宁波帮“爱国爱

乡、创新创业”文化特色，以“挑战
杯”“互联网+”赛事为牵引，逐步构
建创新创业育人体系。通过科研项
目，每年孵化本科生论文 250 篇左
右，专利 260 项左右。2020 年“挑战
杯”“互联网+”赛事均取得全国第
二的优异成绩，连续八年蝉联“挑战
杯”全国竞赛“优胜杯”。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依
托专业学生社团开展创新创业实
践，充分发挥大学生专业、学科优
势，由校团委牵头组建“拼布社团”

“情有千千结艺社”“布客坊”等专业
社团，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专业社团
活动，引导学生广泛参与专业实践
和创新，不断培育工匠精神，提升创
新能力。

鄞 州 中 学 科技社依托科探中
心、科教中心与“小平实验室”等平
台，开设机器人基础教学、纳米科技
探索、3D建模打印、小卫星设计与开
发等选修课程，组织发动同学积极参
与各类各项科技创新大赛。三年来，
鄞中学子在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编
程大赛、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
浙江省中小学创客竞赛、航空航天模
型锦标赛、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各
级大赛中共获奖项 116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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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来，全市学联、学生会组织
纵深推进改革工作，服务同学职能
进一步聚焦，监督管理更加规范，努
力打造同学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
的“伙伴”学联学生会组织。

面向青年学生学习、生活、成才
发展的现实需求，全市学联、学生会
组织通过多元化的服务，促进广大
同学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在就业创业方面，发起“万名大
学生走进宁波骄傲”“全方位政策信
息走进大学课堂”“学者型企业人才
走进专业课程”“择业就业主题团日
活动”“青年就业见习基地建设行
动”“青年品质社区建设行动”等专
项行动，积极开展服务；

在文化需求方面，组织开展大
学生音乐节、“科学文化 8＋1”校园
行、大学生流行舞嘉年华、校园戏剧
节、高校曲艺联盟擂台赛、中学生社
团文化节、“我为海上丝绸之路代
言”、大学生中英双语原创配音大赛

等活动，丰富学生生活；
在助学帮扶方面，通过“精实助

学计划”“红暖一冬”等公益基金助
学帮扶项目，服务重点群体，深入开
展“千校万岗”大中专学生就业精准
帮扶行动，6 名学生获得 2018 年度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奖学金。
在疫情防控期间，通过“齐心送

课程”“全心送服务”“热心送物资”
“暖心送关爱”系列行动，助力学校
复学复课；通过在同学中广泛宣传
反诈、法律法规、安全自护知识，助
力“平安校园”建设⋯⋯

宁波工程学院通过学生校长助
理机制，在专业发展、数字化校园建
设、管理服务、学生权益维护等领
域，开展全校性调研 8 项，结合学校
重点工作和学生关注热点，建立学生
校长助理调研问题反馈单制度，提交
提案 21 件，反映与学生学习生活相
关问题 30 余个，搭建起学校与学生
之间的信息反馈体系和沟通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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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念篇
累计举行主题宣讲等思想引

领活动 17995 场，覆盖青年学生
超过37万人次。

累计举办市级新世纪人才
学院 5 期、高校开展青年马克
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培训班 1992
余场、培养大学生骨干 3.2 万余
名。

——创新创业篇
全市学联、学生会组织累计

举办各类专场活动 3586 余场，
直接参与人数达231364余名。

在甬高校大学生积极参加各
类创新创业大赛，成绩屡创新
高，累计获得挑战杯国赛、省赛
二等奖以上146项。

——服务社会篇
累计 487184 人次青年学生

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活动。
累计 1128 名大学生参与大

学生两项计划。
累计获得暑期社会实践省级

以上奖项161项。
累计 344675 名学生参与各

类文体活动。

数 说 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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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出征

大学生在思政公开课上分享自己的青春故事

浙江省新世纪人才学院宁波分院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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