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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
次提到“互联网”，他指出在过去的五年
中互联网建设、管理、运用不断完善，强
调全党要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
段开展工作。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党建工作
中，既是信息化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
是党建工作改革创新的必然要求。

高校智慧党建平台凭借互联网技术和
信息化手段，以手机客户端和后台管理端
为载体，较传统党建手段突出具备了整合
功能、协同功能和大数据功能，正是这种
与生俱来的优势，使得单位内的党组织和
党员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从而使得我们
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
在高校得到全面巩固和强化。

一是整合功能。智慧党建平台集中整
合了党建工作的管理、教育、服务职能。
党员管理上，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延伸到
党组织的神经末梢，强化线上纪实的过程
管控，通过活动开展情况走势图、党组织
对比图等数据实时判断每个党支部建设的

“健康状况”，针对问题及时反馈，实现靶
向监督、精准指导。党员教育上，针对规
定动作，进行主动的内容筛选和运营把
控，重点资讯优先推送、置顶显示；针对
自选动作，根据教育对象搜索的兴趣偏
好，推荐感兴趣的内容而实现常看常新。
党员服务上，系统平台是党员和党组织、
党员和党员之间互动的另一种纽带，通过
组织生活交流、组织关系转接、志愿服务
等功能模块提供高效便捷的党务服务。

二是协同功能。按照中央对高校党建
工作体系的制度设计，高校党委、院系组
织、党支部和党员构成高校“四位一体”党
建工作体系，是实现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
基础。智慧党建平台集合了学校党委、院
系党组织、党支部和党员等四类群体和个
体，通过信息化手段强化组织与组织之
间、组织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党员之间、
党员与群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上级精
神及时传达、下级情况及时掌握、党员和
群众诉求更容易得到回应的局面，使高校

“四位一体”党建工作体系得以协同，从
而提升了高校党建工作的实效性、针对
性、亲和力。

三是大数据功能。智慧党建平台集合
了海量数据存储、党组织党员各类信息分
析等大数据功能，使得党员教育管理服务
更加精准有效。一方面，通过标准化的数
据采集规范，智慧党建平台对高校各级党
组织的组织架构和党员的基本信息进行系
统采集和实时更新，便于各层级党务管理
人员获取相关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党建
大数据中心的有效运行，将分散的党组织
信息、组织生活信息和党员信息等进行综
合分析，能及时掌握全校组织建设不足、
组织生活不到位和党员教育缺位等影响党
建工作质量的关键性指标，为各级党组织
分析、研判、推进下一步党建工作提供翔
实数据和可靠支撑。

在信息化时代，高校智慧党建平台尚

处于萌芽状态，一些高校率先尝试，积累
了经验。从建章立制入手，通过理顺体制
机制、创新平台载体、营造良好氛围、丰
富平台内涵，是高校智慧党建平台构建的
可选路径。

首先，建章立制，强化体制机制建
设。高校智慧党建平台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要构建起党委统一领导，各有关职能
部门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智慧党建领导
体系。各级党组织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
度认识推进智慧党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不断增强网络党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党
员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新理念、学习新技
术、运用新媒体，带头参与到智慧党建的
各项实践中来，要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
间学网、懂网、用网，真正成为智慧党建
工作的带头人、引路人。应当规范运行机
制，严格筛选相关的内容，确保信息安全
可靠。要健全管理制度，对师生党员和领
导干部关注的热点问题形成正确的舆论导
向，提供良性互动的从严治党教育氛围。
要加强技术支撑，确保平台稳定运行。

其次，开发平台，构建有形有效载
体。高校智慧党建平台一般由手机客户端
和电脑管理端构成，手机客户端主要面向
党员用户，电脑管理端主要面向党务管理
人员。面向党员的手机客户端，可以按照
高校党委、院系党组织、党支部、党员的
高校党建“四位一体”工作体系设置页
面。“高校党委”页面可以开设上级要
求、学校要闻、通知要求、院系党组织风
采等栏目，主要承担上级和本级党组织各
类精神和文件的传达，对院系党组织好的
做法进行展示交流；“院系党组织”页面
可以开设院系新闻、通知要求、支部风采
等栏目，主要承担本级党组织各类精神和
文件的传达，对本单位党支部进行展示交
流；“党支部”页面可以设置“三会一
课”、党日活动、支部通知等栏目，便于
本支部记录组织生活；“党员”栏目可以
设置文件下载、书记信箱、党费缴纳、党
内关怀等栏目，便于党员与各级党组织之
间的互动。

最后，深挖资源，注重内容内涵提
升。高校智慧党建平台作为党建工作向网
络延伸的一种全新方式，应当在设计之初
就把准内容、注重内涵建设，为扎根中国
大地办教育、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
务。具体操作层面，应当把党的政治建
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
律建设贯穿到平台建设中，旗帜鲜明地开
展阵地建设。此外，作为教书育人的前
沿，高校应当及时发现、深度挖掘、广泛
宣传师生日常生活中涌现出的身边好人、
身边好事。就呈现方式来说，不应局限于
图片和文字报道，应当积极收集相关材
料，融合多种手段、实现有效传播，对新
闻资料进行再编排、再策划，制作形式新
颖的“微电影”等宣传视频作品，从而提
升智慧党建平台的感染力和亲和力。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激活智慧党建
需构建“体系化”思维

沈光

学者观点

“这完全颠覆了我对思政课的认
识，第一次觉得原来政治课也可以
这么有意思。”刚刚上完第一堂“中
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课，曹亚俐
就大呼过瘾。曹亚俐是中国海洋大
学海洋化学专业2019级的一名博士
研究生，刚入学时她得知，学校的
博士生思政必修课“中国马克思主
义与当代”教学从2018年开始“变
脸”，并增加了实践教学环节。这让
理工科出身的她第一次对思政课有
了期待。

2018年秋季学期学校启动了博
士生思政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
代”理论教学改革。近500名2018
级博士研究生分两批赴山东省荣成
市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成为教学改革
后的首批“尝鲜者”。博士生们瞻仰
英模纪念馆，体验渔家风俗文化，深
入海岛企业考察海洋生态保护……
开启了思政课程全新的“打开方式”。

“先进配方”推动理论
入脑入心

高校思政课普遍存在授课形式
僵化、内容枯燥现象，导致“上热
下冷”，教师台上声情并茂、慷慨激
昂，学生台下不为所动、抬头率不
高。长期以来，这一现象在博士生
中表现尤为突出。

针对博士研究生思想状况和认
知特点，学校出台《博士生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方案》，决定从
2018级博士研究生开始实施，“通过
推动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改革，实现
理论教学内容和实践学习形式创新，
引导博士生深度参与教学，开启课程
全新‘打开方式’，将博士生思政理论
课建设成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
思政理论课。”研究生院研究生培养
办公室主任刘海波表示。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没有
统编教材，只有教学参考大纲。所
以，教学改革方案将理论教学内容
分为大纲内容和拓展内容。

“拓展内容部分结合学校特色和
实际，配置了先进‘配方’，国情、
省情中融入校情，国史、省史中融
入校史，着力突出课程时代感、导
向性、现实性、前瞻性，推动理论
入脑入心。”课程负责人、马克思主
义学院副院长王付欣说。

拓展内容采用讲座形式的专题
教学。报告人除了校内教师、学校
领导外，不乏校外学术大咖。著名
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
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应邀作“名家讲坛”首讲。

“学术大咖走进思政课堂让人耳
目一新。每一个专题，每一场报
告，都富有深刻内涵，将这些课题
延展开来，每一个都是庞大的学科
分支或分类，都是一项可以独立成

课的大课题。”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
统专业2018级博士生狄建锴说。

思政改革让每个学生
都有获得感

“思政课要得到博士生认同并非
易事。”王付欣有十多年的思政课教
学经验，深受学生喜爱，被学生称
为“男神”，他担任“中国马克思主
义与当代”大纲内容教学。“博士生
思政课理论偏重深度和广度，不同
于‘有情节和细节’的本科生思政
课，不能将经验简单地‘嫁接’”。

既要坚持大纲内容不走样，又
要把深奥的理论讲得让学生认同信
服，“就必须紧扣博士生群体特点，
教学研究要更深入，教学内容要更
精琢，教学方式要再创新，更贴近
现实，让每人都有‘获得感’，让学
生感到有用、有感。”王付欣说。

每次上课王付欣都会结合学生
不同专业背景，做启发引导式教
学：讲到海洋环境保护专题时，他
会和海洋与大气学院或者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院学生聊海洋那些事儿；
讲到法治中国内容时，他会与法学
院学生畅谈法治建设前世今生；讲
到全球视野下中国道路相关内容
时，他会跟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学
生探讨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王付欣还引入“翻转课堂”，开
展合作学习、研究学习，充分调动
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讲
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题
时，他以价值观层次内容为主题、
以学院为单位，把学生分成12个小
组，每组探讨一个词语的内涵，最
后推选出代表在课上演讲。让王付

欣感到意外的是，理工科学生讲得
头头是道。海洋地球科学学院的学
生甚至创新了方式：一男一女两名
学生上台说起了相声，你逗我捧，
一唱一和，说起了“文明”和“和
谐”，台下喝彩声掌声汇成一片，课
堂气氛热烈非常。

“课堂上师生直面交流，热烈讨
论，学生汇报学习成果，教师适时
引导、点评……这种学生自主思
考、师生互动的方式，提高了教学
的针对性和投入度，学生积极性调
动起来了，授课效果显著提升了。”
王付欣说，他每次上课，第一排从
来没有空过座位。

除此之外，教学改革还充分考
虑了博士生学习情况与现实需求。
针对部分专业博士生长期出海、赴
校外联合培养、出国交流访学等实
际，研究生院联合马克思主义学院
通过东西部高校课程联盟智慧树平
台录制了“新时代新思想前沿热点
研究”等研究生思政慕课，将线上
课程与线下课程有机结合，作为课
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益补充。

改革后，思政课考核方式也发
生了变化，课堂会通过专题小作
业、小测验和中期测验等方式考
核，融入知识辨析、价值判断等授
课要素检测学习效果，依靠死记硬
背或照本宣科再也不能过关。

在实践教学活动中培
根铸魂

2018年11月17日至18日，“中
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首次实践教学
活动在荣成综合实践教学基地开展，
郭永怀事迹陈列馆成为第一站。

师生们通过照片和实物展示、
场景复原、多媒体演示等重温那段
震撼人心的历史，体会了“两弹一
星”元勋郭永怀无私奉献、以身许
国、坚定信仰的家国情怀和其绚烂
传奇的一生。现场许多师生表示：

“泪点多次被戳中，情感多次被引
燃。这种教学活动新、活、实，必
须点赞。”

走进谷牧旧居、荣成市信用
办、曙光社区等考察学习，师生们
深刻感受了科学管理模式下市民生
活、社会治理、城市建设的积极变
化，切身体会了在“诚信”的引领
下荣成市向“自由呼吸自在荣成”
的不断迈进。在被誉为生态民居活
标本的东楮岛村和海洋食品博览中
心，师生们深入了解了原生态海岛
村落极具海洋文化的渔家民俗文
化、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以及海洋
食品产业的综合发展状况。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
思，感受着一座城市承载的那份沉
甸甸的爱国情，一种信用至上的处
世理念，一份生态振兴的发展思
路，一种向海出发、挺进深蓝的发
展目标。”在实践报告中，应用经济
学专业2018级博士生杨颖写道。

“高校辅导员是开展思政教育工
作的主导力量，思政课则是思政教
育的主阵地和主渠道。然而，长期
以来思政课和辅导员思政教育工作
存在脱节。”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于
静曾带队参加实践教学，她认为，
博士生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活动实现
了两者的有机结合，整合了大思政
的人员队伍，为切实加强思政教育
工作创造了契机。

思政教学在“变脸”中走深走实
——记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生思政教学改革

通讯员 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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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付欣（左一）在课堂上就爱国主题与博士生同频互动。 王付欣 供图

承传统
诵读经典传承中华文化之魂

去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开幕，这
场史上较大规模的哲学大会，首次以中国哲学思想
文化传统——“学以成人”为主题。

“学以成人”，即通过反省和自我改进来成为更
好的人。这个透露着中华气韵的词语，既表达了

“成人”的本质是“学”，又将我国绵延千年的“学
习”传统展现在世界面前。

今天，这一传统在深圳市宝安区凤凰学校延续
下来。为了让经典真正植入孩子们的生命，成为影
响孩子一生的文化血脉，该校把经典文化作为学校
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字经》《论语》《孟子》《道德经》……天

文、地理、待人接物等中华文化精髓，耳濡目染地
在学生心中埋下种子。

不仅如此，“尽信书，不如无书。”学校在国学
教育中，还注意剔除糟粕。例如研究“忠”脸谱文
化小组，在教师的带领下对“忠为正直之德”进行
了溯源，辨析了“忠”和“愚忠”，并拓展到

“孝”和“愚孝”等文化概念。
此外，为了让学生更好地“赏中华诗词、寻文

化基因、品生活之美”，学校还举办了历时一周的
诗词大会，数场精彩的比赛，带领观众体悟到“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与雅致，感受到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观与豪迈……

践真知
开“药方”让凤凰村古井涌出清泉

“习”，《说文解字》曰：数飞也。意为初生的
小鸟反复地试飞。可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学习本
身就意味着实践，学问不仅在经典的诵读中，更在
田野、在山坡、在马路、在社区、在实验室……

教师许银霞带领五年级综合实践小组的学生，
一行11人来到了凤凰古村探究古井的奥秘——为
什么古村的古井有的水质很干净、有的却出现黑
臭？

为解决这一谜团，实践小组的成员结合村庄古
井的历史，探访了古村里大小不一的古井、对水井
周边的环境进行了详细的考察、采访当地居民，最

终得出被污染的古井“病因”：生活污染严重、工
业发展导致水源污染、排污系统不完善、居民的保
护水资源意识不强烈。

实践小组成员还根据“病因”开出“药方”，
建议村委会进行保护井水的宣传活动、联合相关部
门对已经污染的古井进行排污处理，并对附近工厂
进行审查，整顿工厂污水排放……

在保护凤凰古村古井生态之外，深圳市宝安区
凤凰学校的学生们，还对古村房檐纹饰、建筑格
局、农耕文化、楹联、家塾、宗祠等进行了研究学
习，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也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
感。

育精魂
传统技艺焕发新生机

艺术是情感和理性的统一，在时间的长河中散
发着永恒魅力。

剪纸是中国很古老也是流传很久的民间传统手
工艺之一，经过3000多年传承与创新，承载着中
华民族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如今，这门工艺在
深圳市宝安区凤凰学校，有了新“故事”。

为了让学生们加深对剪纸的兴趣，提高学生对
生活中的艺术现象的关注程度，教师林琪将剪纸内
容由传统年俗画变更为“少数民族人物”，让学生
通过剪纸艺术这个桥梁，去获取关于我国少数民族
的相关知识，去发现身边的少数民族。

活动中，小组成员个个出谋划策，互相商讨、
切磋，充分发挥各自的才能。学生们也从开始看到
剪纸作品时一阵阵惊叹声，到硬着头皮动手尝试；
从功亏一篑的懊恼，到喜上眉梢的成功；从简单容
易的操作，到最后自己挑战高难度图样。

一件件艺术品通过学生的双手，从天马行空的
想象变成了具体成果。在领略中华传统艺术之美的
同时，也磨炼了心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除了进行文学、
史学、科学等板块的国学教育之外，深圳市宝安区
凤凰学校还大胆尝试将国学教育融于体育教学中。
开设太极功夫扇、围棋、象棋等传统体育项目，寓
教于乐，让学生在体育教学中感受包罗万象又自成
体系的国学魅力。

百年前的一位大学者曾说过：“国学者何？一
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
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
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

通过“大国学”，凤凰学校的孩子们在精、
气、神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在生活态度上
更加积极乐观，学习上也更加主动了，身体素质、
意志力方面都得到了不同层次的提高。

走在如今的凤凰学校，每时每刻都能看到朝气
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习惯在这里养成，根基在
这里注就，学子们也像初生的雏凤，在这里展翅翱
翔、飞向未来！

（吴 娟）

在大地上仰望星空
——深圳市宝安区凤凰学校开展普及国学教育

9月的深圳凤凰山青翠
一片，与山上不可多得的自
然风光交相辉映的是，山脚
下传承着中华之魂的、由民
族英雄文天祥后裔所创办的
深圳市宝安区凤凰学校。

“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
星空的人,才会有希望。”祖
国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落后挨
打、奋发图强的不懈抗争，
文化教育上也经历了引进与
继承、创新与复古的多次反
复。时下，在经济快速发展
的同时，人文精神更需加
强，信仰、追求、价值取向
呼唤回归。

早在数年前，深圳市宝
安区凤凰学校就把“大国
学”的相关内容，与学科教
学的特定内容进行有机整
合，使得学生的学科素养与
人文素养在国家课程的实施
中形成互补，让学生在经典
国学中吸取智慧，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