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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工程两大工程””丛书丛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

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

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

有重大意义。”同时，报告还用“三

个意味着”对这个重大意义行了概

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意

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

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

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

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

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

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

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

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任何一个理论被人所信服，

关键在于其能够回答时代课题，

指导推动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强大思想

魅力在于，全面而深刻地回答了

中华民族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如

何复兴的问题，指导中华民族真

正走近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以

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论述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界也从形成背景、丰富内

涵、精神特质、理论品格等方面开

展研究。当前最重要的理论工作

就是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只有准确把

握其历史方位和重大意义，才能

准确领会十九大的精神实质，才

能更加坚定地进行伟大斗争、实

现伟大梦想、推进伟大事业、建设

伟大工程。

沿着十九大报告提供的思

路，确定了“在大视野中认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意义”。本书从四个角度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意

义展研究：大国崛起从富到强的

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

时代、社会主义砥砺前行的新时

代、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新时

代。从四个历史大视野的角度来

看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立意深远，理论扎实，

篇幅虽小，但微言大义，体现了当

代海派学人研究新时代的积极作

为和责任担当，对于一步学习、研

究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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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之际，“2020 上海大学

生年度人物”揭晓，中文系博士

研究生许亚云获评年度人物。

作为理论宣讲者、队伍组织者

同时也是文化研究者的她，把

信念和奋斗融合在一起，在个

人与国家同向同行的努力实践

中探寻青年的时代意义，传承

复旦的红色基因。

从“星火”出发
一种信念与执着

许亚云和“星火”的缘分开

始于 2018 年，学校《共产党宣

言》展示馆刚开馆，她就报名了

“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被望

老翻译《宣言》的精神深深感染

的许亚云和队友们一起逐步细

致讲解内容、丰富宣讲形式。

从成员到副队长，除了带队讲

解，她拓展了“微党课”“微团

课”等线上宣传形式；疫情期

间，她打造出队伍第一节云游

望道旧居线上微党课；去年 6

月，队伍获习近平总书记回信

后，她第一时间带领同学以云

直播的形式回到现场学习宣言

精神。

两年多，队伍从线下走向

线上，从场馆内走向场馆外、从

校内走向校外，在陈望道的义

乌故居里，在小初高鲜活的爱

国主义教育课堂上，也在街道

生动的基层建设中，她和“星

火”队友的共同努力让真理的

甘甜滋润更广。随着受众的不

断扩大，在学校党委和研究生

工作部的指导下，她和队友们

共同商讨探索形成了“3+x”的

讲解模式：“比如对孩子来说，

一下子去理解宣言精神是有一

定难度的。因此我们在基础的

讲解培训上，让讲解变得更灵

活些。”如今，“星火”队已形成

较为完善的培训及宣讲体系。

“当然困难也还是有……”

提起自己一次给专家学者团队

讲解的经历，她“担心自己的知

识储备不够，但转念一想，更重

要的是，有这么一群年轻人坚

持在做这样一件事，不完美恰

恰说明我们还有提升的空间，

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两年来的这些经历和体会

潜 移 默 化 地 影 响 了 许 亚 云 在

“星火”中作为“大管家”的责任

与担当，去年完成新队员招募

工作后，她和老队员们一起发

挥“老带新”的力量，细致地记

录新队员讲解的改进点，将星

火精神传承给新一批“小火种”

们。她关心每位队友的发展情

况，关注每位队友的宣讲特点，

全程参与队伍文化标识的设计

与队服版型的选择。作为“星

火”功能支部的党建员，在讲解

服务、日常培训以外，她也带领

支部开展读书汇报、实践总结、

党史讲座、主题党日等各种形

式的党建活动。

“辅导员”、“党支部书记”
身份的互动与助力

从本科生到硕士生再到博

士生，许亚云在各式各样的学

生工作中一路历练、成长。除

了是“星火”副队长，她还是中

文系 2019 级学硕班辅导员和党

支部书记，肩扛“育人育才”之

责。

在开展“星火党员进支部”

的活动时，作为辅导员的她向

学生们介绍了这支队伍，提及

了自己的志愿者身份，尽管只

是“顺口一提”，但出乎意料的

是，班级很多同学都被这段志

愿服务经历所感染，主动了解

队伍活动，并在后来“星火”的

队员补充招募中积极回应。这

让她很感动：“我还有很多的不

足，不至于方方面面都是榜样，

但至少我希望自己所带的班级

学生能感受到，他们的辅导员

是正能量满满的！”

由此，学生们更深入了解

了这位辅导员，另一边，辅导员

也 尽 心 尽 情 地 了 解 每 一 位 学

生。许亚云希望自己和学生之

间“亦师亦友”，她会和班委支

委一起在节假日为同学准备别

出心裁的小礼物，定期送去关

心与问候，“每个辅导员都设想

过自己班级的关键词，在我这

里，我希望班级是‘温暖’的”。

在许亚云看来，强凝聚力

基础上的党建会更加生动和有

效，因此，她和学生一起努力创

造更多美好的回忆。她主动将

“星火”副队长和辅导员、党支

部书记的身份统一起来，结合

中文学科建设特点，和街道社

区结对共建，接续“问源学堂”

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向社区群

众讲授涵盖“魅力非遗承国学”

等课程。

“我一直觉得，我所在的队

伍是最温暖的队伍，能够和身

边同学携手同行，在队伍中共

同进步，是初心，也是本心。”

2020 年，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

她也收获了一些肯定。她所带

的班级、支部获评校“优秀学生

集体标兵”“研究生示范党支

部”，申请创建了全国高校“百

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全国评

审阶段）；“星火”党员志愿服务

队荣获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

集体、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

个 100”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教

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

目。

中文气质
专业之素养与情怀

长期徜徉于语言文学的世

界里，许亚云培养了独特的文

艺气质——围绕老校长精神、

参与原创歌曲《望道》的歌词创

作；投身复旦原创话剧《追梦百

年》编排；策划 2020 年研究生毕

业纪念大片《前进 征程》……

除了身体力行将中文的魅

力传递给更多的人，许亚云还

将学术生涯的心得与实践生活

结合。2019 年，在德国柏林洪

堡大学语言学专业交流期间，

她曾去到一个马克思主题的展

览，尽管对德语较为熟悉，但场

馆的志愿者讲解还是她感到无

所适从，欠佳的体验让她回归

自身实践，思索在上海这个国

际化的大都市进行多语种讲解

的必要性。在“星火”宣讲规模

不断扩大、形式日益丰富的势

头下，她和外文学院的“星火”

队友一起，联合外文学院“星

译”翻译队，创新了“多语种”的

宣讲服务——使用外语以更贴

合外语参观者的心情，在需要

处 进 行 简 要 的 中 文 补 充 。 目

前，《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多语

种服务正在推进中，现已完成

六个语种的讲解稿翻译。

作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专业博士研究生，在疫情期间，

许亚云利用专业优势组建了翻

译团队，积极协助抗疫；她参与

导师龚群虎教授的手语语料库

项目，努力搭建起聋人与健听

人之间的一道沟通桥梁，研究

中她真切地感受到了聋人群体

对于“交流”的渴求，思考“星

火”能否借助手语，将宣言精神

传达给更多不同的听众。

回首自己的“传承红色基

因”路，许亚云的感受是：“一开

始是‘使命感’。那时候单纯想

了解老校长、我们中文系的老

系主任除了翻译《共产党宣言》

首个中文全译本，还做了些什

么。深入了解后，发现他不仅

是语言学家，还是教育家，更是

革命家，这让我很敬佩。这种

‘使命感’就慢慢变成了‘责任

感’，我希望自己也能做这样的

事情，就像望老为早期革命者

提供理论武器一样、我也能给

身 边 的 人 送 去 一 些 精 神 信 念

……”

关注国家、追寻真理构成

了陈望道老校长的生命脉络，

也激励着许亚云以他为榜样，

砥砺前行，继续在以青春之我

建设青春之国的生动实践中，

书 写 新 时 代 青 年 的 使 命 与 担

当。

文/项天鸽

许亚云：做“星火滚烫”的时代青年

许亚云带领支部同学在街道社区开展“问源学堂”志愿服务

日常讲解工作时的许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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