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教师节座谈会上的发言
□ 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 武利猛

近日，由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主办的第五

届“闪亮的日子———青春该有的模样”大学生就业创业人

物事迹征集推选结果公布，我校推荐的机电工程学院 2021

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蔡泽林脱颖而出，荣获全国“军

营大学生战士”荣誉称号，全省共有 5人获此殊荣。

“闪亮的日子———青春该有的模样”大学生就业创业

人物事迹征集活动分为校级申报、省级推荐、教育部评选

三个阶段。为发挥榜样引领作用，自活动启动以来，招生

就业处高度重视，各二级院（系）积极配合，通过开展宣传

动员、收集推荐和材料优化等系列工作，充分发掘近年来

在基层就业、大学生创业和军营大学生战士等领域就业

的大学生就业典型事例。本次我校蔡泽林同学入选，不仅

向社会展示了科师学子的良好形象，也有效彰显了我校

青年思想引领和就业创业工作的成果，体现了学校人才

培养成效。

据悉，本次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的就业创业人物事

迹，将在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专栏报道，并在

《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新职业网刊发，同时也将在国家

级其他媒体给予后续跟进报道并出版发行丛书等。

蔡泽林，男，1998年出生，现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机电

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2102班班长。2016年 9月至

2021年 9月参军入伍，度过了五年刻骨铭心的军旅生涯。

他在入伍期间表现优异，获评“优秀士官”表彰一次，嘉奖

两次。

铓一、“冲天鹏翅阔，报国剑 寒”的毅然的投军选择

从小深立报国志。“精忠报国”是抗金名将岳飞的人生

坐标，是中华儿女一脉相承的人生志向，也是他深埋于心

的理想抱负。他从小就是一个历史迷，军事迷，酷爱相关书

籍与影视作品。回忆过往，他心中一颗从军的种子早因幼

时读《三国》发了芽。他从小便迷恋诸葛亮、曹操这些充满

智慧和风骨的历史人物，为那些各忠其主，保家卫国的精

彩战役而热血沸腾。长大后，他渐渐忘却了那些历史情节，

忘记了那些人物的脸谱，但却深深记得全书中所弥漫的义

薄云天的爱国情怀。

成年选择投军路。2016年的那个夏天，刚刚高中毕业

的他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分水岭—高考成绩，闲暇之

际，看了很多关于军事的影视作品，如《我是特种兵》、《士

兵突击》，被里面的军人形象所深深吸引，让他对现代的军

旅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有些事可能经过深思熟虑也难做

决定，但有些事，可能一瞬间也就下定决心。于是他萌生了

一个强烈的想法，“我要从军报国！”当国家征兵的号角吹

响后，他向父母表达了参军的想法，在得到父母的大力支

持下，第一时间报了名，并顺利通过了体检、政审等相关流

程。就这样，是他像一只蓄力欲飞的大鹏，冲天之际就是他

报国梦的开始。他像一把磨砺多年的宝剑，剑出鞘之日就

是他踏上军旅生涯之时。

二、“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军营生活

不惧挑战磨炼，迅速找准位置。“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

悔一辈子”，当他正值懵懂年纪，怀揣着憧憬初入军营时，

还没有认识到这句话的深意寓意。和战友们混熟了后，他

们得知他是刚入学没多久的大学生后，都十分意外，“怎么

好好的大学不读，来受这份罪呢？”面对这样的疑问，他总

是一笑置之。

除了心怀不

解外，战友们

还默默对他

有了更高的

要求，既然是

大学生，在体

能上总不能

拖后腿吧，在

各项比赛中

总不能排名

靠后吧，在一

些文字工作

上，总能发挥

出 特 长 吧

……这样的

期待既给了

他压力，也给了他动力。

在义务兵期间，虽咬紧牙关、拼命锻炼，但他的体能素

质始终没能追上战友，于是把目光放在了政工方面。经过

不懈努力，短短几个月，就实现了从“门外汉”到“小笔杆”

的蜕变。先后在战区强军网上发布稿件几十篇，在陆军强军

网发布稿件 1篇，在强军网发布稿件 2篇。其中他的作品

《【藏头诗】四有军人心向党！》在 2018年刊发于陆军强军网

“西山红叶”频道，被认定为陆军强军网优秀原创稿件。

凭借着在文字写作方面的优秀表现，进入军营后第三

年，他被分配做文书工作。文书工作需要了解业务和环境，

第一时间学习上级政策文件，跟进最新动态。他本身不是

文科类专业，刚接触这样业务时非常吃力，但他记得许三

多在面对困难时“不抛弃、不放弃”的人生态度，便咬紧牙

关，努力提升。持续学习单位以往文书内容，遇到不懂的名

词或者问题就厚着脸皮一遍遍向身边的战友请教，对于自

己写出来的材料在送给领导审批前，逐字逐句反复进行

修改，不放过任何一个标点符号和错别字。此外，还经常

主动加班学习、写稿。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着出色的文

字工作能力，他在 2019年年底，荣获“优秀士官”的表彰和

嘉奖各一次。

不断挑战磨炼，无畏超越自我。面对着战友的期望，在

从事高强度快节奏的文书工作之余，他也没有放松对训练

的要求。在没有训练任务的时候，能在训练场看到他努力

的身影；在休假闲聊的时候，能听到他向战友请教的话语；

在晚上睡觉前，能感觉到他认真思考，总结一天训练得失

的认真和兴奋。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2020年演习期间，他

参加了单位举行的射击比武活动。在激烈的角逐中，他展

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实力，终于一雪前耻，取得了全旅第

九名的好成绩，再次荣获嘉奖。

不断挑战磨炼，无惧重塑自我。五年来，面对种种历

练，他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相信自己终将

战胜困难，今后都能从容面对挑战。五年的军旅生涯，我无

惧亦无悔。”

五年军

旅生涯倏忽

而过，他的

青春因涂满

了迷彩色而

变得与众不

同，变得更

加 绚 丽 多

姿。在军营

的那五年，

他去过很多

地方，经历

过 很 多 事

情。曾无数

次在泥泞的

雪地里爬过

地桩网，负重徒步几百公里翻过山川、走过田野，忍受风吹

日晒在茫茫大漠里行军前进，也曾扬帆出海见过海天一色

的壮丽风景。艰苦训练之余，他深深迷恋上了祖国的锦绣

风景、大好河山，暗暗加深了“保家卫国”的决心和意志。

日复一日的军事训练，让风沙烈日带走了他孩子气的

面庞，雕刻出了坚毅的线条；让障碍荆棘去掉了他脆弱的

性格，留下了一身的疤痕和刚毅的性格，而这是他一生骄

傲的勋章。经过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连队的魂魄已经深

深刻入了他的心里，“宁要硬邦邦的良好，不要软绵绵的优

秀。”这句话是他所在连队的灵魂，也是他的信仰，入伍前

那个瘦弱害羞

的男孩子再也

看不见了，取而

代之的是一个

崭新的刚毅勇

敢的他。

回到学校、

家乡后，人们都

惊讶于他的蜕

变，除了脸庞变

得黝黑，面容变

得坚毅，思想行

为也和以前判

若两人。曾经面

对学习上、生活

上的困难，他虽然想要战胜，心里面不乏斗志，但是总缺乏

行动力，心有余而力不足，导致效果上大打折扣。可现如

今，不论他想做什么事情，就算再苦再难，也会设定目标、

徐徐图之，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力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实现既

定目标。

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离队入校

生活。

硬汉变书生，军营教会他优胜劣汰，永不言败。入伍期

间，他落下了很多门课，刚从军营回到校园学习生活中，巨

大的学习压力如山一样袭来，压得他喘不过气。但他没有

自暴自弃，像面对军旅磨炼一样制定行之有效的学习计

划、勤行动，如海绵吸水一样拼命吸收知识。他在课堂上认

真听讲，不放过老师讲的每一个知识点；利用没有课的时

间在图书馆自学；借助课间休息时间向老师和同学请教知

识点上的疑惑；并通过广泛阅读课程相关书籍迅速补齐了

认知短板。经过一个学期的恶补，他的学习成绩不断提高，

智育成绩名列专业第八名。他这段经历在同学和老师眼中

十分能打，充分证明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道理。

回忆起这些年的经历，他如是说：“这段军旅生涯经历

全方面改变了我，使我变得更加强大和坚韧，这是我一生

受用无穷的宝贵财富。我将永不忘怀爱国爱党的初心，在

学校里苦学知识、苦练本领，争取毕业后成为对国家、对社

会、对他人有益的人！”

这就是大学生战士———蔡泽林。他的青春因为经过军

营的打磨而绚丽多彩，他的人生将因为军旅生活而卓尔不

凡，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年轻的他都能用军人气概战

胜。无论祖国何时需要他，他都能重拾“精忠报国”之梦，用

自己的能力、实力报效国家！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

大家下午好! 我是化学工程学院的教师代表韩

璐。金秋九月，伴着瓜果的甜美，怀着愉快的心情，我

们迎来了第三十八个教师节。作为教师代表在这样一

个特别的日子里发言，我感到十分荣幸。此刻，请允许

我向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领导和老师们表示最诚挚

的祝福，道一声，节日快乐！

教师节，体现了国家社会对教师的关怀，体现了教师

的价值，作为

教师，我们越

来越感受到来

自四面八方尊

重羡慕的眼

光，我为是一

名教师而感到

骄傲和自豪。

我和所有

的教师一样，

选择了这个职

业，也热爱这

个职业，我是

2009年 9月 4

日入职，一直在昌黎校区工作，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

昌黎人，这其中的缘分就不言而喻了。我初中是在昌

黎三中，我家在昌黎广缘那个位置，我记得当时学校

北门外的汇文大街还是一条土路，所以初中三年我就

走的是咱们通勤车的那条路，沿着学校北面的院墙

再到西正门。因此，从进入敌我意义非凡的单位那一

刻起，我的心情就无比激动，不仅仅是因为我实现了

我的教师梦，更是因为未来我将要面对的这一个个

鲜活的生命，一张张青春可人的面孔，正是我在儿

时，在昌黎东山公园的水库冰面上看到的“大学生”，

这些大学生在冰面上彼此激励，一起努力向前冲刺，

那青春的张扬使我暗下决心———我未来也要驰骋在

属于自己的大学生赛场。那一天，我完成了大学梦并

以教师的身份踏上了这个校园，我知道我的责任不仅

是努力让这些学生未来成为国之栋梁，也为不知在哪

个角落注视他们的那双小眼睛擦亮希望。我努力上好

每一节课，我把认真负责作为座右铭，力争把各项工

作都做得更好，用教师的职业道德衡量自己、鞭策自

己。

授课同时我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在此

期间攻读博士学位和出国访学。巧的是博士和访学的

导师都有一定军工背景，我博士导师团队的多项科研

成果都应用在了我们国家最先进的卫星和航天器上，

而我访学导师是世界上最牛的碳纳米管制备的专家，

在我访学期间

就有美国军方

联系导师用到

他的成果，由

于这是高度军

事机密，我并

不能参与，但

那时我就在

想，我的国家

未来也有可能

会用到这项技

术，我也要投

身于这个领

域。后来我回

国的时候在出境的机场被美国边检执法人员拦下盘

问了一个多小时，行李也全被收走，当时我想这正是

因为我的祖国在日益强大，这更加坚定了我要继续

科研报效祖国的决心。回国后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

我一直从事碳基复合材料的制备并将其应用在氢能

源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今年我指导的学生团

队获得了挑战杯省级特等奖，并进入了国家级的比

赛，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证明可以把教书

育人和科研工作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虽然是平凡的，但我们

拥有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学生。面对领导

的期望，家长的重托，学生的信赖，我不敢懈怠，也无

怨无悔，民族复兴，我们责无旁贷！

最后，祝福各位领导工作顺利，万事如意！祝福

各位同行节日快乐，幸福安康！祝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的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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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的武利猛，金秋送爽，佳果飘

香，在这喜庆祥和的美好时刻，我们共同迎来了第 38个教师

节。今年的中秋节和教师节是同一天，能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

子里，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我感到莫大的荣幸。首先，向今天出

席大会的各位领导、老师、前辈们致以教师节最诚挚的敬意和

问候，老师们辛苦了。

第一点想说的是，我和科师的缘分。2003年学校更名为河

北科技师范学院，那一年

的 9月我来到了秦皇岛，

来到了这座美丽的大学，

开始了人生中的大学时

光。之后十年的求学，走

过了秦皇岛和上海，2013

年博士毕业，7 月入职我

校，成为一名真正的教

师。求学十年再到入职工

作后的八年，注定了我与

科师的不解之缘。第二点

想说的是温度。当我作为

学生来到科师时，感受到

了温暖，那一年学长和教

师们迎接新生入校的场面依然在我脑海，学长的热情，教师的

暖心，让我记忆犹新。2022年的迎新更让我再次感受这份温

暖，因为疫情，学生返校变得异常困难，老生小单元学习，不能

迎新，教师们毅然放下手上的工作，出门迎新。我看到了火车站

教师们挥洒汗水，看到了校园里教师运送行李，那高大的背影，

看到了宿舍和餐厅那勤劳忙碌的工作人员，看到了很多，这就

是我们科师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温度。第三点想说的是高

度。2013年入职以来，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八年，有阳光，有雨

露，站在这里发言是学校对于中青年教师的重视与信任，这也

是我们努力工作的最大动力。

来到科师，学校为我们准备了完备的提升计划。一开始的

入职教育，上课时青年教师的导师制，申报课题时科研处和学

院组织的课题申报培训会，课题经费报账的报账员，餐厅用餐

的教师第三餐厅等等等等。总之，学校和学院全力以赴为大家

打下坚实基础，让我们从青涩教师成长为优秀教师。

说到这里，我想谈谈在我心里怎样才能当一名优秀的教

师。老话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想要成为一名优

秀的老师，不能仅仅满足于向学生传授知识，更在于启迪学生

的思想、塑造学生的人格、激发学生的潜力、影响学生的观念。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如

果我的学生有一天能发现真理的奥妙而敢于质疑我的观点，那

就是我最大的成就。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优秀的老师呢？习近平

总书记曾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好的老师应具备四项品格：“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我想，我们在

今后的工作中，应当以

“四有好老师”为自己的

行为准则，以塑造学生

为自己的天职，以实际

行动践行“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的使命。

今年是不平凡的一

年，可以说近三年都是

不平凡的三年，因为疫

情我们迎来了诸多机遇

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访

了众多高校，指出：我国

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

者”，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

献力量。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

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

人。我想我们应该做到：一是努力教书育人，把我们的学生培养

为热爱国家、服务社会、坚持真理、道德高尚的优秀的科师人。

二是积极投身学术，产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紧密围绕学校的

“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任务贡献力量。

最后，我想向在座的老师们说：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的发展

倾注了各位老师、前辈的心血，它正成长为一颗大树。此时此

刻，我们明白，我们来到科师，并不是更不能是坐在大树底下乘

凉的，我们要立志于成为这棵大树上发芽的新枝，未来的主干。

我们会扎根科师，茁壮成长，使科师这棵大树永葆活力，焕发光

彩，屹立于国内名校之林。

再次祝愿亲爱的领导、老师、前辈们节日愉快！谢谢

大家！

在教师节座谈会上的发言
□ 化学工程学院 韩璐

青春因磨砺而精彩 人生因军旅而绚丽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mailto:hbkjsfxyxb@126.com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