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 青评论

堂吉伟德
因为一个特殊的身份，今年 29 岁的
胡剑突然收获大量关注。在从中国科学
院金属研究所博士毕业后，他被聘为华东
交通大学材料学院教授，成为该校首位
90 后教授。
正常程序下，获聘教授要 45 岁以上，
29 岁就能获得这一资格属于特例。看似
偶然的现象背后，都有着必然的因素。胡
剑因以第一作者身份在《Science》发表文
章，科研业绩突出，而被作为优秀人才给
予引进，作为华东交通大学首位 90 后教
授，打破了学校的许多传统与惯例，于现
实和长远都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
其一，释放出唯成果而不唯资格的成
长意义。作为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生物医
用复合材料分会常务委员，以及其在纳米
金属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上所取得成
果，很多人一辈子都难以达到这样的高
度。传统伦理上有“学有优者仕”，这是对
人才的一种尊重，也是人才晋升和成长的
正常途径。在学界自然也就应当有“研而
优则授”的人才晋升通道，让优秀的学术
带头人或研究型人才，能够有更高的学术
待遇或学界职称，是对人才的尊重和善
待，对激发人才干事创业会产生极强的驱
动效应。
其二，传递出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励志意义。人靠什么向上向前，获得超越
于别人的荣誉、地位与名利，实现自己人
生的理想与价值，靠的就是持之以恒和坚
苦卓绝的奋斗。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投
机取巧只能占一时之利。一个人只有埋
首苦干，才能不断地升华自我并取得令人
刮目相看的成绩。但奋斗的过程是艰辛
的，要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抵得住诱
惑，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坚忍的意志、顽强
的精神。胡剑好几个月都是 6 点左右去
实验室，晚上 12 点才回宿舍，正是这样每
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才会有科研成果上达
到的高度。
其三，注解了成功是汗水浇注而成的
价值意义。有人认为，别人能够成功要么
是天才，要么家庭背景雄厚，要么利用了
某种潜规则，恰恰忽略了别人所作的不懈
努力。偏见化的成功观会导致畸形化的
价值观，带来个人思想认知的偏差与行为
的变异。于是怨天尤人者有之，投机取巧
者有之，埋首苦干、实干和巧干的动力越
来越弱。爱迪生说，天才,百分之一是灵
感，百分之九十九是汗水。正如胡剑所
说，这个世界不存在神童，天才，就是花的
时间比别人多。
其四，表达出为人才成长搭建平台的
示范意义。一个人要成功，平台很重要。
越是优秀的人才，越应当给他搭建更高更
大的平台，他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高校
通过拔尖人才引进计划，通过薪酬激励、
项目倾斜、晋升特惠、经费扶持等方式，在
爱才和惜才的基础上，搭建用才的平台让
优秀人才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在学术和
科研上取得更大成就，是高校功能发挥的
关键所在，也是建一流学校、一流学科的
有效举措，值得同行的借鉴与推广。
从 南 京 农 业 大 学 29 岁 的 女 教 授 李
姗，到北京大学 29 岁的女博导刘颖，再到
华东交大 29 岁的男教授胡剑，一批年轻
优秀的研究人才，通过人才成长途径而达
到了人生的高度，释放出了重才爱才的导
向价值，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性。

“小老人”帮
“老老人”当赞

爱国是中国青年最亮丽的青春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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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评论之九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五四
运动 100 周年。无论是在
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
世界历史上，新中国 70 年
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
史诗，也是中国青年用青
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
青春之民族，永不停息奋
力拼搏的壮丽史诗。
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
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
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
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
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
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五四运动
以磅礴之力，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青年积极投身党
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为人
民服务、为祖国奉献、为幸福生活奋斗，
谱写了一曲曲壮怀激越的青春之歌。
新中国成立之初，轰轰烈烈的抗美
援朝运动在全国范围展开，广大青年满
怀爱国热忱，纷纷报名参军，毛泽东的长
子毛岸英也奉调随第一批志愿军入朝参
战。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青年突击队
成为突出亮点。1954 年在北京展览馆工
地上诞生的青年突击队，经过团组织倡

青年是时代的晴雨表，也是国家发展建设的生力
军。进入新时代，
“实力爱国”的中国青年一定是中华民
族生气勃发、
高歌猛进的排头兵，
一定是中华民族加速迈
向伟大复兴目标的蓬勃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一定
会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伟大奉献中焕发
更加绚丽的光彩！
导，迅速出现在各种急、难、险、重任务面
前。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仅全国各地
基建工地的青年突击队就有 7500 个，参
加青年 13.5 万人，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
公司张百发青年突击队闻名全国。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广大知识分子
尤其是青年专家学者贡献突出，成就卓
著。第一批国产汽车出厂，第一架喷气
式飞机上天，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产油，
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成功等等，以中青年为主体和生力军
的科技工作者，以高昂热情投入到新中
国建设事业当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青年是有远大
理想抱负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深厚家
国情怀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伟大创造
力的青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

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先锋力量。
今天，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
未有的光明前景。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
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
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
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大
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教育
贯穿国民教育尤其是青少年教育全过
程。爱国不能靠空谈，需要练就过硬本
领，现在很多人谈论“实力爱国”，就是要
用行动践行爱国主义精神，做好本职工
作，努力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代又一
代中国青年接续奋斗。新时代中国青年
要增强学习紧迫感，如饥似渴、孜孜不倦
学习，在学习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当
今时代，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社会分工日
益 细 化 ，新 技 术 新 模 式 新 业 态 层 出 不
穷。这既为青年施展才华、竞展风采提
供了广阔舞台，也对青年的能力素质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新时代中国青年拥有的最亮丽青春底
色是爱国，
青年对国家发展信心强烈，
青年
勇于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利益。新时代青年
是当代中国伟大发展成就的全方位见证
者，
在成长过程中，
他们也亲眼目睹了一些
境外势力否定、
排斥、
污蔑中国的一系列卑
劣行径。敌对势力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
“演变”中国青年的中国心，中国青年反而
激发出更高涨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
青年是时代的晴雨表，也是国家发展
建设的生力军。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
青年把个人发展与国家前途紧密结合。
进入新时代，
“实力爱国”的中国青年一定
是中华民族生气勃发、高歌猛进的排头
兵，一定是中华民族加速迈向伟大复兴目
标的蓬勃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一定
会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伟
大奉献中焕发更加绚丽的光彩！

致敬英雄模范 激发爱国奋斗热情
9 月 2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
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崇尚英雄才会产
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一切伟
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
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要像英雄模范那样坚守、像英雄
模范那样奋斗，共同谱写新时代人民共和
国的壮丽凯歌。
（相关报道见 A3 版）
70 载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建设史，承
载着一代代人筚路蓝缕建设国家、逐梦复
兴的峥嵘历程。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涌现出一批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
贡献、建立卓越功勋的功勋模范人物。隆
重表彰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
献的功勋模范人物，以最高规格褒奖英雄

模范，就是要大力弘扬他们身上展现的忠
诚、
执着、
朴实的鲜明品格。
此次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
者，从革命时期的战斗英雄，到建设时期
的劳动模范，再到改革时期的改革先锋，
无一不是公认的时代楷模、代表人物、杰
出人士。对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进
行评选颁授，既是对获奖者本人突出功绩
和精神风范的高度肯定，彰显崇尚英雄的
国家态度，也向全社会发出了关心英雄、
珍爱英雄、尊崇英雄的强烈信号，表彰正
当其时。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是
国家和民族的脊梁，承载着跨越时空的精
神力量。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一个有
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
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如今强起来的新时代，都不是

随随便便实现的，更不是凭空而降的，而
是久经磨难，靠一代又一代人的牺牲和奋
斗换来的。从“两弹一星”、国产航母等国
之重器跃然于世，到杂交水稻、青蒿素等
重大突破造福世人，再到新时代的历史性
成就和变革，正因为有许许多多以身许党
许国、报党报国的侠之大者，中国脊梁得
以挺立，中国精神得以弘扬，中国富强得
以厚积薄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举国
欢庆之际，通过大力褒扬、宣传功勋模范
人物的丰功伟绩，有利于在全社会推动形
成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争做先锋的良好
氛围，召唤着更多人把个人奋斗汇入时代
洪流，激励 14 亿中华儿女接续奋斗，把先
辈们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把我
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富强、
更繁荣、
更美丽。
榜样是看得见的力量。通过国家勋

你们对中国的好 勋章见证
6 枚沉甸甸的金色勋章，见证着一段
段风雨同行的中外情谊，承载着中国人民
不忘老朋友的拳拳之心。
在喜迎新中国 70 华诞之际，中国授
予劳尔·卡斯特罗·鲁斯、玛哈扎克里·诗
琳通等 6 位国际友人“友谊勋章”，嘉奖他
们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
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的杰出
贡献。29 日，
颁发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
举行，人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表达对这些国
际友人最诚挚的感激与敬意。中国人民
永远铭记你们对中国的好，此时此刻勋章
见证、
掌声见证！
这 6 位“友谊勋章”获得者，来自政
界、学界等不同领域，但都有一个共同特

点，就是为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中外交流
合作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中，有
的见证了中国被“抬进”联合国，有的对外
推广中国文化数十载，有的一直不遗余力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有的毕其一生投
身中国乡村建设与教育事业……
这 6 位“友谊勋章”获得者，与中国守
望相助、相交相知，他们的经历传递出打
动人心的力量，抒写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传
奇。他们是新中国 70 年建设大业的助力
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同行
者，
14 亿中国人民的真正知音。
这 6 位“友谊勋章”获得者，是 70 年来
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外交流
付出心血的诸多国际友人中的杰出代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人物故事，我们读懂了
“始终把祖国和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
的爱国精神，感佩于“宁可少活二十年，拼
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奉献牺牲，历练着
“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实干作风，找到了为
国奋斗终生的精神力量。这些英雄人物
的事迹感动着我们，为我们树立了旗帜和
榜样，引领我们弘扬社会正能量，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对一切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奉
献和牺牲的英雄模范人物，我们都要发扬
他们的精神，从他们身上汲取奋发的力
量”。记住他们，学习他们，用他们的故事
净化思想、洗涤灵魂，汲取精神营养，把榜
样的力量转化为爱国奋斗、建功立业的实
际行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绽放出绚
烂的新时代光彩。

新华社记者

表。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从当初的一穷
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
一个接一个让世人惊叹的奇迹。这其中，
凝结着诸多国际友人的心血与奉献。70
年来，成千上万的国际友人满腔热血地投
入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事业，诚心诚意推动
中外交往并发挥着无与伦比的纽带作用，
把自己融入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进程之中。
饮水思源、受恩不忘是中国人民尊崇
的美德，中国人民永远记得外国朋友对中
国的好。多年来，众多为中国现代化建设
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获得中国政府
友谊奖。去年，中国授予阿兰·梅里埃等
10 位国际友人中国改革友谊奖章。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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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黎明

日，向 6 位国际友人颁发“友谊勋章”，再
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积极倡导和平友谊、
携手进步的博大胸怀。正如英国社会学
家、全球化概念首倡者马丁·阿尔布劳所
说，这体现了中国对外国友人给予的支持
和所作杰出贡献的认可和感激之情，以及
中国对和平友好的重视，更展现出中国开
放、
友好的姿态。
什么是友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
多德说过，
“挚友如异体同心”。获得“友
谊勋章”的各位国际友人，就是中国人民
的挚友。当前，中国人民正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努力拼搏，在此进程
中，中国人民期待更多外国挚友为我们的
事业加油助力，
携手抒写新的灿烂篇章。

刘云海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越来越高，各
地的留守老人、空巢老人也越来越多，在
此背景下发动和组织相对年轻的“小老
人”发挥余热，主动帮扶年纪较大的“老老
人”，不仅可以起到精准志愿服务的效果，
而且还可以让“老老人”乃至“小老人”都
能感受到社会的关怀与温暖。
“小老人”帮扶“老老人”，有更充足的
时间和精力。大多数“小老人”都是刚刚
退休或者退休不久的中老年人，他们有更
健朗的身体和更多的时间，所以也有能力
进行帮扶“老老人”
。
“小老人”帮扶“老老人”，有更强的精
准性。
“小老人”和“老老人”年龄相差不是
特别大，这就使得他们之间少了距离感，
有更多共同语言。在帮扶过程中，
“ 小老
人”更容易走进“老老人”的内心世界。
“小老人”帮扶“老老人”，有更深远的
意义。他们这种志愿帮扶精神传递了更
多的正能量，当他们变成“老老人”的时
候，就会有另一些“小老人”接过志愿帮扶
的担子，为他们提供服务。
这种帮扶传递了人间大爱精神，让我
们看到解决养老问题不是难题，只要人人
都能多献出一点爱心，办法总比困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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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护士抢手的背后
今年，广州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共招
收了 202 名新生，其中 56 名男生。广州中
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副院长宋阳介绍，相较
于女生的细心，男护士在体力方面确实更
占优势。据统计，广州中医药大学护理学
专业的本科毕业生首次就业平均月薪约
为 7000 元。依据不同的科室和职别，毕
业两年后有的毕业生薪资将可能破万元，
十年后更有可能成为主管护师。
特定职业的“性别倾向”长久存在，
这有着一系列历史成因，而很难简单归
因为“歧视”或“成见”。护士一行，可说
是典型的“女性主导型职业”，尽管近些
年来情况有所改观，但时至今日，从业群
体的性别结构仍未发生明显变化。置之
于这种大背景下，诸如“男护士没毕业就
被预定，毕业两年薪资过万”的新闻，实
则是颇具激励效应的。事实上，这么多
年来，有关“男护士”
“ 男幼师”的新闻一
出都会引人关注。
传统印象中，护士需要的是爱心、细
心和耐心，这被默认为是女性的天然优
势。随着现代医学理论和技术手段的进
化，某些诊疗过程变得越发复杂和漫长，
可谓耗时耗力，这就让男护士的体力优势
变得更有价值。比如说，某些大手术时长

动辄十多小时，许多女护士多半是扛不住
的；再比如说，在骨科科室，为辅助病人长
时间进行站立或特殊姿势治疗，男护士也
是当仁不让……理论上，随着医学诊疗进
步所带来的工作量剧增，男护士的作用还
将继续放大。
然而，
应该预计到的是，
那些费力气的

然玉

工作，大概率可能会被智能机械替代。现
阶段，男护士的价值往往建立在更胜一筹
的体能和精力基础上，而这并非是不可取
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医院对于“强体
力”
男护士需求的增长，
更像是一个周期性
现象，其既然产生于现代医学诊疗精细化
所带来的劳动量扩张，就可能消弭于医疗

器械所形成的替代性辅助方案。必须承认
的是，
男护士相较于女护士，
除了体能更好
其实并没有太多别的独特优势。
倘若我们试图给出严谨的求学、择业
建议，那么就必须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
那就是医疗行业对于男护士的“强需求”
是不是可维系的？护士一行能否持续转
化为一个“性别中立”的职业？从理论上
说，这并非不可能。要知道，就未来的发
展方向而言，非但男护士的体力优势将变
得没那么重要，就连女护士的那些传统优
势也将不再明显。女护士素来为人称道
的耐心与细心品质，男护士通过体系化的
专业教育以及医院内部的规范培训、标准
化管理，
同样可以具备。
在现代社会，护士一行失衡的性别结
构，没有任何理由再继续存在下去。新的
教育、职业生态中，在女护士、男护士的
“优势”都趋于抹平的前提下，大家理应回
到同一起跑线去竞争和合作。 漫画/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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