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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理工学院思政课

展现课堂魅力
实践课延伸到农村和社区
今年暑期，学校“青年红色筑梦
之旅”小分队，走进贫困地区，助力
精准扶贫。在诏安县金星乡，学校经
济与管理学院小分队的创业团队深入
芭乐种植地，亲身体验种植，还与当
地负责人交流，就芭乐销售方面的痛
点进行讨论，并就销售策略提出建
议，为村民增收献计献策。
据了解，今年暑假学校共有 450
多名师生组成了 18 支“青年红色筑梦
之旅”小分队，奔赴福建省各地。学
校通过把实践课延伸到农村，让学生
在实践中受到生动的思想教育。
暑假期间，30 名从厦门全市招募
的 8 到 15 岁的小志愿者与来自厦门理
工的大学生志愿者结对，作为“河小
禹”的代表，在集美区灌口镇风景湖
畔聚集，他们共同绘制流域图，并沿
湖拾掇垃圾，进行分类，协助河长制
工作。
厦门理工学院的“美集许溪”实
践队陆续走进集美区 18 个社区和 4 所
小学，持续开展保护母亲河系列宣传
活动，吸引更多青少年和社会公众关
注河流环境。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院长宋富华说，学生的这些活动，把
专业知识的实践和思政课实践结合起
来，让他们收获满满，实现了专业知

今年暑期，厦门理工学
院“青年红色筑梦之旅”5 个
小分队，走进福建漳州诏安
县、宁德古田县等农村地
区、革命老区，通过深入走
访，了解当地农业发展现状
和问题，提出解决建议，并
签订项目解决方案协议。这
是厦门理工学院实践课延伸
到农村的一个侧影。
近年来，厦门理工学院
思政课注重实践育人，开辟
了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让
思政课“强”起来、“潮”起
来，展现了课堂魅力，点亮
青年信仰。

识和社会实践的“双丰收”。
如何让大学生感受经济特区改革
开放的成就与辉煌？学校马克思主义
学院采用访谈调研的形式，让见证人
口述历史，学生记录，以此来感受经
济特区建设的历程。
在口述历史访谈之前，思政课教
师李晓丹先讲解教材中与改革开放相
关的知识点，以及国家、经济特区现
实发展状况，之后，再由学生组成团
队，寻找有关人员，并进行访谈和记
录，从而让学生直观感受改革开放的

厦门理工学院“
厦门理工学院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小分队到
武平县象洞镇百香果园开展农业调查
历程。如口述调研 《巷口乡愁何处寻
——沙坡尾历史的追寻与思考》，学生
在探访厦门沙坡尾的过程中，弄清了
这里如何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文创
街区的历程，从而对相关历史文化现
象有了更深的认识。还有近百人次的
学生深入厦门的同安、翔安郊区，到
农村进行调研，完成了 《从衣食住行
看改革开放的沧桑巨变》 等调研报告
十余篇，这让学生深切感受到经济特
区里农村的巨大变迁。

思政课“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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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实践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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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青年信仰

今年 5 月，一场小型报告在思政
课堂上举行。而报告人不是教师，他
是学校环境工程系学生张泽坤，这是
学校“我讲新思想”
，由学生走上讲台
对思政话题进行探讨的一项具体活动。
厦门理工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林
兴龙介绍，“我讲新思想”分组进行，
每组人数 5 至 8 人左右，题目有“我读
十九大报告”
“学习两院院士大会开幕
式上讲话精神有感”等。学生讲完
后，教师还要进行总结点评，在引导

的同时，点拨和纠正讨论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校还开展
微视频拍摄活动，由学生自导自演微
电影或剪辑合成纪录片，视频的选题
要求贴近教材，学生在拍摄和观看视
频的过程中，既提升了使用新技术的
能力，也受到了思政教育。
近年来，厦门理工学院整合宣
传、学工、后勤、教务等部门资源，
建设“厦理工 e 起来”微信平台，在
占领校园意识形态制高点的同时，依
托微信互动，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
式，让思政工作落地生根。
现在，微信平台中的“小吐槽”，
已经成为学校倾听师生心声的重要平
台，学生政工干部和思政课教师通过
评论和回复引导学生思想，达到了思
政工作“润物无声”的效果。
“同学喝
酒，也要受处分，太严格了吧”
，这个
“吐槽”话题出来后，学院思政课老师
专门结合学校发生的案例，开了一堂
“校园生活与刑法修正案”的思政课，
让学生明白酗酒闹事有可能触犯刑
法的道理。与此同时，与学生关系密
切的法律问题，很多也被搬上了思政
课堂。

每学期寒假临近之际，“厦理工 e
起来”把“亲情作业”提前布置给学
生。在平台开通的“我的寒假”板
块，引导学生分享寒假生活、抒发感
恩亲情的真情实感，让学生在真情实
感中受到思想教育。
让学生走上讲台，利用微信平台
实现思政课线上线下互动，让学校的
思政课“潮”了起来，学校还加强思
政课基础建设，做到让其“强”起
来。2016 年 12 月，学校在原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研部的基础上，成立马克思
主义学院，承担全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与研究。目前，学院 5 门思政课
均为校级精品课程，其中有 2 门课程
为省级精品课，1 门为省级在线开放
精品课程。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课程教学研究”获批教育部门 2017 年
度优秀教研团队建设项目。2016 年以
来，学院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校级教学成果奖 4 项、省级个人
教学竞赛获奖 3 项、校级个人教学竞
赛获奖 5 项，有省级理论读书社 1 个、
省级教学基地 1 个。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马克思主
义学院随即制定课堂宣讲方案，组织
各教研室集体备课，认真学习研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报告，及时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在全校各年
级开设了学习新思想专题课，有力推
进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教材、进课
堂、进师生头脑。

第二课堂丰富多彩
学校每学期聘请校内外领导和省
内外社科理论界专家进校，为大学生
开设讲座。近期，就邀请了宁德师范
学院原校长林跃鑫教授进课堂讲“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邀请厦

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石红梅
教授、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林经纬教授来校作讲座。
学校还发挥“读书社”的理论教
育引导作用。学生毛选读书社入选福
建省高校首批重点马克思主义理论读
书社，还有两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读书社入选福建省高
校第二批马克思主义理论读书社。读
书社定期组织学生开展读红色经典名
著活动，撰写心得体会和调研报告，
举办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展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有效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的引领作用。
学院还组织学生参加福建省“一
马当先”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
竞赛活动，认真指导研究生和本科生
参赛队员的理论学习，以赛促学，引
导大学生自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
识。学院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进
阶”全校本科生选修课，每学期都有
100 多名学生选课。
马克思主义学院注重转变教师观
念，树立以学生为本，突出自主、合
作、体验式、探究式的教学方式方
法。采取专题式教学、体验式教学、
互动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形式，增
强教学效果。
学校的“形势与政策”课积极探
索混合式慕课教学方式，秉承“共建
与共享”的理念，采用线上线下的混
合教学模式，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
和慕课学习模式的优势结合起来，取
得良好效果。混合式慕课教学 2014 年
入选福建省教育工委实施的思政课教
学方法“择优推广计划”，2015 年入
选福建省宣传部门、省教育工委、省
教育部门实施的福建省高校首批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试点项目，2016
年获批福建省精品在线开放视频课，
2017 年入选福建省教育部门思政课教
学科研团队择优支持计划。这项教学
改革成果目前在集美大学、泉州师院
等多所院校使用与推广，在全省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发挥了典型
示范作用。

大连开发区第八高级中学

涵养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
类自我关怀，是整个人类文化所
体现的根本精神。在大连开发区
第八高级中学，我们感受到的恰
恰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实质。

靠特色为学生的幸福人生
奠基
“大开八中”的发展史就是学校
人文特色教育发展的历史，而其人文
教育特色定位也经历了从优势学科到
特色项目，再到特色学校三个发展阶
段。
“人文教育特色是我们基于对办学历
史、现状和教育未来的全面思考之后的

慎重选择。建校初期，八中的学苗都是
二流三流的。学校根据学生实际，将
‘德育领先，文科突破，艺体添彩’作为
建校初期的发展突破口。
”赵军校长说。
2001 年，八中学子凭借体育特长
迈进了北大，由此所产生的“破窗效
应 ” 令 师 生 们 感 到 兴 奋 不 已 ； 2010
年，国家、省市开始全面实施特色学
校发展工程，学校通过打造人文环
境，构建人文课程，逐步将“人文教
育”渗透到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形
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
2014 年，八中被评为“大连市人
文教育特色高中”，2015 年八中被评
为“辽宁省普通高中特色实验学校”，
2017 年八中被评为“辽宁省美育特色
高中”“全国篮球特色学校”。更重要
的是，八中已经形成了“精、气、

神、韵”四特独具的文化特质。

“特质教育”让每个生命怡
然绽放
为改变中学教育普遍存在的高度
同质化的现象，大开八中首推“立体
教育，个性绽放”的育人模式。
“这种全新的育人模式，将促进学
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作为根本目
的，尊重学生的多元学习需求，以国
家课程为基础，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要
求，按照国家教育部门和省教育部门
制定的课程计划，开齐课程，确保学
生都享有获得知识、发展智力的权
利；为学生开设选择性课程，组织实
践性主题活动，构建人文特色课程体
系，关注课堂改革，尊重学生差异，

奠基幸福人生
让每一节课堂都彰显学生个性；为多
元化学生群体创设人性化学习活动环
境，创建图书馆式学校，触手皆是书
卷，处处弥漫书香，创建孔园、文化
长廊，让每一面墙壁都说话，让每一
寸空间都育人。
”赵军校长说。
学校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主体，
保障学生高质量全面发展，以国际发展
教育与特长发展教育，作为学生发展的
“两翼”
，形成了“一体两翼”的发展格
局，初步实现了韩日留学生课程项目、
中国学生留学预备项目、艺体特长课程
项目等多元办学形式。
与此同时，他们积极利用地方资
源，引进国外教育资源，引进 A—LEVEL 课程与第二外语课程，通过这些多
元性平台让学生在通过传统高考寻找
个人定位的同时拥有多向发展、多元

选择的空间。并通过研修指导、课程
改革，加强教师专业发展，实现教师
理念提升，使教师具备实施人文教育
的人文素养与能力，为“立体教育，
个性绽放”的育人模式奠定基础。
“以人文教育涵养人文精神”，是
大开八中的特色文化。学校通过人文
教育的形式，在经历完满的学习过程
中，焕发学生的积极情感，充实人文
精神。在大教育观的指导下，他们始
终把人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发
扬人文学科优势发展的传统，并不断
深化创新。
在这里，
“人文教育”特色被贯穿
于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和整个过程，
既体现在学校特色办学的顶层设计
上，又体现在教育教学的日常实践
中。学校办学模式的形成、培养目标

的定位、教育教学方式的选择、管理
评价模式的确立、课程设置与课程资
源建设、国际化教育平台的搭建、教
师的专业化发展以及后勤服务保障等
方方面面的工作所体现的都是“人文
教育”这个特色。他们以“人文环境
建设、人文课程建设、人文课堂建
设、人文师资建设、人文制度建设”
为人文教育途径，进行全方位、全
员、全过程文化渗透，塑造师生的人
文精神，帮助学生自我定位，发展个
性，实现价值，达成人文教育的最终
目的。
赵军校长说：
“建设一所温情充盈
的学校、底蕴深厚的学校、个性绽放
的学校，是我们不懈的追求。今后，
我们会沿着这样一条道路继续走下
去。
”
·公告·

宜宾学院 40 周年校庆公告
四十年弦歌不辍，沧桑砥砺；四十年滋兰树蕙，春华秋
实。2018 年，宜宾学院将迎来 40 周年华诞。在此，我们谨向
长期以来关心、关注、支持学校建设发展的各级领导、社会
各界人士、历届校友和全体师生员工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
的敬意！
宜宾学院由原宜宾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四川教育学院宜
宾分院 （含宜宾师范学校） 合并组建而成。学校现有 18 个二
级学院，有文、理、工、管、经、法、教、艺、农九大学科
门类的本科专业 62 个。学校目前有全日制在校生 17000 余
人，教职工 1096 人，其中高级职称 361 人，博士、硕士 680
人。学校有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专
家、四川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等 9 人，省级创新团队两个、
市厅级创新团队 6 个，省级教学团队两个；在国内外另聘有
特聘教授、客座教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等校
外专家 123 人。学校建有省市级各类研究平台及基地 16 个，
获 17 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奖，生物工程等 6 个学科进入区域一
流学科。学校有国家级别特色专业 1 个、国家级别“新工
科”项目 3 个、省级应用示范专业 3 个。学生获全国全省学科
竞赛奖励 671 项，国家授权专利 79 项，列同类高校前列；获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别、省级项目 500 余项，列四川

省同类高校前列。学校先后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语言文
字工作示范校”“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全国造林绿化 400
佳单位”“四川省首届文明校园”“四川省园林式院校”“四川
省普通高校大学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等称号，是中美应用
技术教育“双百计划”首批试点院校、四川省整体转型发展
改革试点院校。
建校 40 年来，宜宾学院抓住了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历史
机遇，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实现了从专科到本科的转变，
实现了从单一的师范类院校向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应用型综合
性本科院校的转变。近年来，宜宾学院党委从学校的实际情
况出发，构建了“12345”的办学思想体系，形成了“三风一
训一精神”的核心文化。“12345”的办学思想体系，包括
“建设全国一流应用型综合大学”的一个愿景，“建设特色鲜
明的应用型综合大学”和“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的“两
大”目标，“为学生成才奠定基础、为教师成功搭建平台、为
社会发展提供支撑”的“三为”使命，“人才建校、教学立
校、科研兴校、服务强校”的“四大”战略，“党建为核、制
度为先、师生为本、育人为首、学术为魂”的“五大”理
念。“三风一训一精神”的核心文化，指的是“求实 求是
开放 创新”的校训，“崇德砺学 知行合一”的校风，“仁

爱敬业 修身立人”的教风，“尊师明志 学以致用”的学
风，“自强不息 至善致远”的宜宾学院精神。学校的办学思
想体系和核心文化，筑就了宜宾学院人的精神品格和文化底
蕴，引领全校师生员工万众一心、同向同行。
建校 40 年来，宜宾学院与国家改革开放同步发展，学校的
办学质量和综合实力大大提升，学校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
势。2015 年，学校成为四川省部分二级学院/专业转型改革试
点高校；2016 年，学校成为四川省整体转型改革试点高校；2017
年，学校抓住入选中美应用技术教育“双百计划”全国首批试点
院校这一机遇，正式成立中美应用技术学院；2018 年，与同济大
学合作成立中德工程学院，借力国际化助推向应用型深度转
变。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对学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
养、学生就业质量、合作育人路径、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借
力国际化助推转型发展的方式给予高度评价……学校努力探
索新型国际化合作办学模式，大力推动整体转型发展，初步形
成了“创新型、应用型、国际化”
的办学格局。
进入新时代，站在新起点，踏上新征程，宜宾学院将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深化综合改革，

努力实现特色发展、内涵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学
校的综合实力。
四十年艰苦创业薪火相传，四十年砥砺耕耘硕果芬芳。
建校 40 周年是学校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学校将在
2018 年 11 月 18 日举办建校 40 周年系列学术和庆祝活动，全面
展示办学历程和发展成就，
展望未来美好前景。
在此，宜宾学院党委书记蔡乐才教授、院长王玲教授携全
体师生员工诚邀各级领导、社会各界人士和曾经在宜宾学院
及其前身宜宾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教育学院宜宾分院（含
宜宾师范学校）学习、工作过的各位校友届时拨冗莅临，欢聚
一堂，
共庆华诞，
共襄盛举，
共谋宜宾学院未来发展大计！
特此公告，
敬祈周知。
联系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酒圣路 8 号
邮
编：644000
联系电话：0831—3531135 0831—3530903
传
真：0831—3531891
电子邮箱：1836253942@qq.com
网
址：http://www.yibinu.cn/
宜宾学院
2018 年 10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