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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齿轮宽度为什么不同？”“零件
如何选取？”疫情期间，武汉科技大学大
三学生胡文韬，用了整整三周时间，完
成了“机械设计课程设计”的全部课
程。完成虚拟实验并获 80 分以上、精确
计算 40 多种零件的尺寸、自学专业制图
软件完成电脑制图、老师一对一视频答
辩，整个过程打通“四关”才能顺利完
成考核。

在武汉科技大学，“机械设计课程设
计”这门课是有名的既难学又难过。即
使在学校有老师手把手地教，每年的淘
汰率仍有近 10%。如今，线上开课，考
核标准不变，学生怎样顺利完成学业？
事实上，该校多措并举，积极构筑“空
中实验室”，帮助学生打通了课程设计的

“最后一公里”，实现了工科实践教学从
理论传授、课程设计、虚拟实验、在线
考核的全程护航。

虚拟仿真带来教学场景变革

疫情发生后，理工科实验实践类课
程一直是高校教学的头疼问题。“机械设
计课程设计”就是典型的实践和理论集
合的应用型课程。在武汉科技大学，教
师们一方面担心学生们的机械制图所需
的特定图纸无法购买，学生在家，课程
整体进度也很难准确把握；另一方面，
也担心一旦课程设计延后，就会影响到3
个学院的 19 个班级，约 600 余名学生的
学业进度。

最终，经过详细论证，权衡利弊，
学校决定如期开课、线上施行。各项课
前的准备工作立刻启动，为了解决课程
资料和教材无法发放的问题，老师们连
夜整理校对电子档，发送给每一名学
生。

“这也太‘丰富’了吧！”看着老师
发来的电子压缩包里，一份任务书、一
组数据、一份讲稿和两本近 700 页的电
子书，学生赵驰既震惊又担忧，“这是一
门具有很强实操性的课程，没有实物实
验，就靠看数据和书本，我真的能行？”

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
的。在资料里，他发现了一份名为“减
速器拆装及结构认知”虚拟实验的任务
书。

原来，为了解决无法开展实物实验
问题，老师们特意为学生们开设了“减
速器拆装及结构认知”虚拟实验。点击
链接进入实验平台，遵循操作提示，学
生们便可模拟仿真拆装“减速器”的步
骤，系统里自动给出相应的评分。

“操作可以重复多次，要获得 80 分
以上，才能进行下一步的任务。”指导老
师侯宇提醒大家。通过在这套系统里做
仿真实验，学生们直观地看到了齿轮啮
合、轴内部结构和各个零件，对减速器
有了更加感性的认识，为后面的课程设
计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线教学”实现课堂内外衔接

学习的过程亦是思考的过程。在翻
阅电子书的过程中，学生的脑袋里会有
无数的问题。为了及时指导，负责这门
课的 15 位老师都建立了相应的教学群，
针对学生们在设计、计算、画图等方面
的问题在线答疑。

“齿轮间如何定位？”晚上 11 点半，
学生彭尚文遇到了问题。他下意识地将
问题发给了指导老师杨金堂，“没想到，
杨老师竟然‘秒回’我了。”

在接下来的 20 分钟里，杨老师从齿
轮定位错误的原因、为何不能使用轴套
定位、如何合理定位，条分缕析，直到
彭尚文表示“明白了”，才嘱咐他早点休
息。

“简直是知识大科普，思路一下子就
通了。”看见群里还有不少同学也提出了
类似的问题，彭尚文自告奋勇地去给同
学们答疑，“既能给老师减轻压力，还能
及时巩固新知识点。”

除了单独答疑，老师们还定期直
播，讲解共性问题。作为课程总负责人
的李贵，是直播课的主讲老师，他将学
生们递交的“装配图”投屏，用红笔勾
出常见的错处，依次给学生们讲解。

“对视孔盖通气塞周围的结构”是
制图中的一大难点，即使看过书，也做
了虚拟实验，很多同学仍旧一头雾水。
了解到情况后，李贵连夜制作了通气塞
结构的三维模型，在直播课上给学生们
展示内部细节，讲解设计制造工艺的限
制。

直播课结束时，面对满屏“听懂
了，李老师辛苦啦”的留言，李贵那一
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全是笑意。

除此之外，老师们提倡学生将每天
完成的演算、图纸等工作进度的照片上
传到群相册中，以供老师批阅。一来，
可以掌握学生们的课程设计进度；二
来，可以发现学生在课程设计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及时止损。

在交上来的照片中，李贵只要发现
了问题，便用醒目的红色字体在旁边标
出；看见部分学生进度落后了，他便挨
个儿私聊他们询问情况，并告诉他们有
问题要及时询问；他还常常在学生作业
评语后面写一些鼓励的话，“慢一点没关
系，每天进步一点点”“加油，有问题随
时找我”。“这几周，基本上从早到晚都
在电脑前，虽然看得眼睛都疼了，可能

把握住每一名学生的实时进度，值了！”
李贵说。

“联合作战”激发学生探究热情

“电脑制图？也太难了吧。”看着陌
生的操作界面和一众见都没见过的操作
软件，大家一下子都蒙了。往年的课程
设计，要求提交手绘图纸，由于担心学
生买不到图纸，今年也顺势作出了改
变，全部采用电脑制图。

提出电脑制图的要求后，之前一直
忙前忙后的老师们，留下几句“加油”

“ 注 意 截 止 时 间 ” 的 话 ， 便 不 见 了 踪
影。“自己学来的知识，才记得更牢。”
老师们决定考验一下学生们的自主学习
能力。

短暂的迷茫后，学生们很快确定了
“联合作战方案”。你负责查找资料，了
解操作系统的原理；我负责查国标，翻
阅明细表，弄懂图框绘制⋯⋯一时间，
群里讨论得热火朝天。为了一个小凸台
的作用、顶盖的结构，甚至能争论上小
半天时间。

真理越论越明，学生们对制图的步
骤愈发清晰，对尺寸标注的规范越发明
确。查表、快捷键、运用线型、实操软
件等，一开始摸不着头绪的新技能，学
生们也一一掌握。

当然，设计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一个反复打磨的过程。随着理解的
深入，之前未顾及的问题浮出水面。

“以前画错了可以擦掉再来。”如
今，步步皆须谨慎，稍有差错，就得打
回原形，推翻重做。“上周三画了一大
半，发现齿轮和顶盖距离很近，可能发
生干涉，为了整体结构精巧，只能重新
制作。”赵驰回忆说，机械设计的每一个
数据都是严格来源于设计数据，精度
高，来不得半点马虎。

三周时间过去了，学生们装配图纸
的完成率已达到 90%以上，线上一对一
答辩也接近尾声。与往年线下课程设计
相比，进度相同，通过率持平。

“虚拟实验、线上讲课、电脑制图、
视频答辩，这些都是从未经历过的挑
战，也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
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努力赢下了挑战。学
生们表现出来的自主学习能力让人惊
喜，老师们的敬业奉献更令人感动。”该
校机械学院副院长王兴东表示，同学们
从这次线上课程中，不仅收获了知识和
技能，更提高了学习能力和协作精神，
为接下来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理论传授、课程设计、虚拟实验、在线考核……

“空中实验室”破解实践教学难题
通讯员 陈孖川 孙鸿宇 方芳

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是中国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根本任
务。围绕这个办学任务和方向，高等学
校的所有教师都要坚持“四为”方针，
把立德树人贯彻落实到教育教学活动的
全过程。这就要求专业课教师不仅要向
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而且要承担育人
的任务，教学中要自觉地和思想理论课
保持同向同行，要在专业课教学中融入
思想政治教育和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在
授业中传道，在解惑中育人。笔者作为
一名教师，结合“档案管理及实务”“新
闻写作”等具体课程，谈谈在专业课教
学中贯穿思想引导的思考和实践。

把价值引领融入教学内容

“档案管理及实务”是一门在档案管
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的基础
上，培养和训练学生具备基础的档案管
理和技能的专业课程。它的基本内容包
括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登记和统
计、保管、编研、检索、提供与利用八
个方面。一般说来，这门课属于事务性
较强的应用型课程。在这样的课程中如
何提高思想性，如何融入价值观的引导？

首先，突出档案的历史价值和档案
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在这门课的讲授
中，应重视引导学生认识档案作为历史
的真实凭证，在记录历史、传承文明、
服务现实、造福未来中的重要作用。笔
者用大量生动的例子向学生阐述了历史
档案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
重大工程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如在讲课
中，笔者曾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2005
年 10 月，时任辽宁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
同志在会见到访的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时，向他赠送了由辽宁省档案馆珍
藏的他母亲赵兰坤在辽宁私立坤光女子
学校任教时的档案复制件，连战先生接
到这份礼物十分高兴。同学们听后深以
为然，不仅加深了对档案重要性的认
识，同时也增强了学习这门课的自觉性。

其次，运用革命历史档案对学生进
行引导。在众多的历史档案中，革命历
史档案是其中非常重要和突出的内容。
革命历史档案生动地记录了革命先辈为
了民族的解放不怕牺牲、浴血奋斗的真
实历史和践行理想信念的崇高精神。因
此，在教学中、在组织学生参与档案馆
的实习中笔者都十分注意引导学生发现
和学习这方面的事例。

最后，注意从身边的档案中引进德
育元素。中国矿业大学已建校一百多
年，是一所具有悠久办学历史和光荣传
统的老高校。这几年，在安排学生到学
校档案馆校史馆参观学习时，十分注意
引导他们从档案中学历史，从历史中学
传统。

2012 年学校收到了老校友张广石的
儿子送来的，其父当年的毕业证、书籍
和手稿。这份毕业证是中国矿业大学前
身——焦作路矿学堂的第一届第 1 号毕
业证。张广石先生毕生奉献矿业领域，
是中国矿业领域的前辈和先驱，是中国
矿业大学校友中的杰出代表。这张毕业
证和相关史料存放在学校博物馆中，同
学们在听我讲述和亲自参观这些历史档
案后都非常震撼和感动。

培育辩证思考的思维能力

在教学实践中，笔者体会到引导学
生确立正确的方法论比传授知识更重要，
特别是在“新闻写作”的授课中，这一点更
为明显。在和学生的接触中笔者了解到，
少数学生由于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思想上
存在着一些模糊观念，他们容易把新闻的

真实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把歌颂光明和
揭露阴暗对立起来，把弘扬正能量和实事
求是对立起来，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程度上
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的倾向。因此
在教学中，要注意对学生进行确立正确
的思想方法的引导。

笔者明确地告诉学生，一篇完整的
新闻稿必须具备5W，但是一篇好的新闻
稿除了有完整的 5W 之外，具有真实性
和及时性，还要注意“两点论”。所谓

“两点论”，就是说事物都具有对立的两
方面，有正有反，有黑有白，但是这两
方面有轻有重，有主有次，不是半斤八
两。因此我们在描写和反映事物的时
候，要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流
和支流。在一个完整的 5W 后面，有一
个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

为了说明这一点笔者举了一个例
子，在全国各级各类专任教师中我们总
能找到365个最好的教师，也能找到365
个最坏的教师，如果我们每天宣传一个
最好的老师，给大家的感觉教育战线形
势一片大好；反之我们每天都集中宣传
一个最坏的教师，则大家一定会感到教
育队伍非常糟糕，教育战线一片黑暗。
很明显这里有一个立场和角度问题，事
实上中国教师队伍的绝大多数可以说
95%以上应该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所以
我们宣传工作、新闻报道工作应该宣传
主流，而不应抓住极个别的坏例子，就
因其为真实就以偏概全。

为此，课堂引导学生，新闻写作必
须坚持正确的立场，必须坚持正确的导
向，必须有崇高的境界。这个立场就是
人民的立场，这个导向就是宣传和弘扬
正能量。

在技能训练中培养学生人格

笔者讲授的两门课都是实践性比较
强的应用型课程，因此学生的实习和动

手能力的培养是重要的教学环节。在
“新闻写作”课程训练中，为此，要求学
生的选题必须围绕学校的重要问题或者
身边的人和事，以期他们贴近生活，一
方面写出鲜活的作品，另一方面也近距
离地接受影响和教育。

2019年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
国矿业大学建校 110 周年和徐海学院院
庆 20 周年，根据学院的总体安排，笔者
组织学生采访了一批老领导和老教授，
这个活动既锻炼了学生的采访和写作能
力，也对他们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比如学生在采访原徐海学院老书记、中
国矿业大学地质专业 1978 级学生刘坚写
成的 《岁月峥嵘兮韶华不负》 一文就是
生动的例子。采访中刘坚老师说：我们
在四川省合川县三汇坝上学时，条件非
常艰苦，每天早上吃的是玉米糊糊，住
的是干打垒的宿舍，窗户都没有玻璃，
只有塑料薄膜，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每
周六晚一场露天电影。但是我们的学习
热情非常高，每天晚上熄灯以后大家才
被迫离开教室和图书馆，不少同学还要
在路灯下或者在寝室打着手电筒继续学
习。这些采访记成为了激励学生、催人
奋进的生动教材。

同学们在档案馆实习过程中，不仅
从档案历史材料中受到教育，同时也从
档案馆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中得到熏
陶。档案大多是纸质载体，在常年接
触、查阅、整理档案过程中，工作人员
很容易造成皮肤过敏、鼻炎甚至尘肺病
等职业病。有一位女同志，在长期整理
陈旧档案中，导致大拇指严重的真菌感
染，必须定期到医院治疗。但是他们从
来都是任劳任怨，对平凡的工作一丝不
苟，对事业满腔热忱，对他人高度负
责。这些使学生们在耳濡目染中产生了
潜移默化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如何在专业课教学中贯穿思想引导
李贞

教改一线

改革探索

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
纲要》，对在新时代加强爱国主
义教育作出了全面部署，需要在
教育实践中不断深入贯彻落
实。爱国主义教育始于集体对
国家认知的表达，终于个体爱国
情感的建立与升华，实施爱国主
义教育的重点难点在于处理好
集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怎样
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处理好集体
性和个体性的关系，在一个教育
过程中实现受教育者真正认同
施教者所传递的关于国家的价
值观念和价值态度？笔者认为，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夯实
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基础。从
当前社会环境和教育发展情况
看，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
实践性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做好国情和民情的实
践教育

大学阶段的青年人活跃敏
感、求知欲强，他们对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都渴望了解和参与，
爱国主义教育要大力倡导“走出
去”，创造条件并鼓励青年学生
走出校园，在祖国大地的课堂上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事实上，这
一点对当代年轻人尤为重要，良
好的教育基础、丰富的信息来源
使得当今的“00 后”普遍认同

“懂即自我”的核心价值理念，他
们大多数认为比起消费和事业，
个人在某领域的深刻见解和成
果更能代表自己，肤浅的说教难
以让他们信服，只有专业的解
读、深入的研讨、亲身的经历才
能让他们真正接受爱国主义教
育所传递的价值内涵。

增强青年大学生爱国主义
教育的实践性，必须把深入实际
体察国情和民情作为重要手
段。应当在大学加强开设调查
研究类实践性课程，让广大大学
生走进街道、走进乡村、走进企
业，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更好地
了解家乡、了解社会、了解国家，
使他们不断增强为党和国家事
业努力奋斗的理想信念，不断巩
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自觉自信，不断砥砺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使命志向。

做好制度和文化的实
践教育

要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
育，不能只是简单的描绘和说
教，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要有

“烟火气”，必须让他们在日常生
活实践中不断体验和感知国家
制度的特点和文化的内涵。要
让广大青少年广泛参与到真实
的社会生活中，让他们在校园里
的日常劳动中，在与师长朋辈的
交往中，在深入社区的公共服务
中，真切体验到这个国家的制度
在怎么样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
群体之间的关系，体验到在这个
国家的文化中朋辈间、长幼间是
一种怎么样的相处方式，体验到
这个国家每天一点一滴的变化，
让这个国家真实、美好、艰难的
一面都在他们青春的头脑中留
下印记，激发他们对国家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

应当从基层组织和社区服
务两个方面着手做好大学生的

爱国主义实践教育。在基层组
织方面，应当大力支持和引导大
学把青年学生的基层组织做实
做强，结合时代特点创新宿舍、
班级、社团和学生会等与青年大
学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组织
建设模式，把国家的制度特色有
机地融合进去，让青年学生在
学校期间就能经常体会到国家
制度运行的特点，能够在脑海
中不断把国家制度具象化，不
断把遵守国家制度内化为自己
的习惯自觉。在社区服务方
面，应当探索在大型社区建立
大学生志愿服务机制，经常性
地吸收在校大学生参与社区服
务或调查研究等活动，让青年
学生在与社会各界频繁交流互
动中深入体验这个国家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让他们能够不
断加深对国家的真实认识，不
断感受家国情怀的深刻意涵。

做好多元文化文明背
景下的价值教育

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
世界，让我们具有独特的价值
体系。目前，每年有几十万留
学生到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同
时还有几十万的外国留学生到
国内的大学学习，甚至于长期
定居，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不断
推向前进，中国的国际地位和
影响力日益提升，这两方面的
人数会越来越多，接受不同类
型教育人员的价值观念会对在
国内接受教育的青年人产生各
种影响，对多元文化文明背景
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开展中国
特有价值理念的教育是当前爱
国主义教育面临的重大实践问
题，这也是我们在推动建设人
类命运共同体时，不可回避的
重要问题。

要答好这项时代赋予的问
卷，应当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的研究。要立足多元文化和文
明背景的视角，进一步加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释，使得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
解释更进一步地适应各种教育
背景的人士，让全世界更广泛的
群体了解、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要义，并能从
内心深处真正接受这一价值体
系。二是打造高水平的教师队
伍。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主要是
依靠实验和逻辑让受教育者接
受，但在价值教育中人与人之间
的相互影响尤为重要，一个好老
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引领和
影响是根本性的，爱国主义教育
同样具有这样的规律，要进一步
提升各级各类教师素养，让他们
在教学实践中，更好地弘扬爱国
主义，传播好中国特有的价值理
念。三是充分重视新型信息传
播方式对价值塑造的影响。随
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迭代发展，
信息传播的渠道和方式在不断
发生变革，大学生群体往往是
接受新渠道和方式的先锋，应
当引导各类机构在构建每一种
面向公众的信息发布方式时考
虑爱国主义教育的因素，并注
重开发面向多种语言的高效信
息传播工具。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须筑牢实践基础

李一希

学者观点

学生正在进行线上CAD绘图。 武汉科技大学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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