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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撬动高职马院跨越式发展的支点
——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陈文静 宋晓帆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自 2015 年全国
第一家高职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浙江成
立以来，全国高职院校纷纷成立马
院，成为马院的新生力量。
不过，面对起点较低、基础较
差、底子较薄、人员不足和教育教学
难点多、重点不突出等众多难题，高
职院校马院如何实现质的飞跃？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给出了生
动的答案。
该校早在 2014 年就出台了马克思
主义学院建设三年规划，2019 年正式
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目前，该校马
院 有 教 师 55 人 ， 平 均 年 龄 仅 39 岁 。
可就是这支年轻的教师团队，涌现了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一等奖 4 人，全国思政课教学展示一

等奖 3 人，全国思政课教学标兵 1 人，
全国教学能手 1 人，全国课程思政教
学名师 7 人，并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
成果二等奖、湖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成
果特等奖，被评为湖南省思想政治教
育优秀团队、优秀专业教学团队。
短短几年时间，迅速实现高质量、
内涵式发展，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支点 1】

高站位：打造“第一学院”
长沙民政职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院长罗珍告诉记者，10 年前的一天，她
走在校园里，无意中听到一句话：
“思政
课谁不会讲呢？思政部人人都可以去！”
这句话，让罗珍既感生气又感无奈。
这句话，映射了当时该校思政部的

状况：思政课没有地位，学科建设薄弱；
人员不足，只有 6 名教师；经费欠缺，每
年工作经费仅 1 万余元；工作边缘化，
很多人认为思政课并不重要。
2014 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
文件提出要“重点建设一批有示范影
响的马克思主义学院”
。
文件一出，长沙民政职院党委书
记蒋晓明就十分敏锐地认识到，加强
高校思政工作已经成为时代课题。于
是，该校当年就出台了马克思主义学
院建设三年规划，并响亮地提出把思
政课作为最重要的课程进行建设。
不过，面对底子薄、基础差等问
题，如何推进马院建设？
（下转第三版）

建设一流学科，构建一流
大学体系

走进武汉理工大学第二十届材料文化
节活动现场，“昆仑杯”陶艺大赛、新材
料梦工厂创新创业训练营、“普赛达杯”
高分子材料设计与制备大赛等各类活动精
彩纷呈，相关大赛研发成果层出不穷，学
校浓厚的材料文化氛围引人入胜……材料
文化节的各方面“出圈”，彰显出该校
“世界一流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位
列国家学科排名 A+、世界 ESI 学科排名
前 1‰的强劲实力。
2017 年以来，包含武汉理工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在内，湖北省财政每
年投入 30 亿元专项经费，支持已有的 7
所 部 属 高 校 32 个 世 界 一 流 学 科 建 设 和
17 所 省 属 高 校 29 个 国 内 一 流 学 科 建
设，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数量居全
国第 4。
近年来，湖北各高校对接国家与省内
发展大局，明确自身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依托优势学科
资源，打造特色学科群，优化学科布局，重点培育、发展
国际国内“双一流”学科，带动其他学科协同发展，多建
“高峰”、压缩“平原”，在不同领域、方向争一流，力建
一流大学体系。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理念，在研究生教育领域，以“地质学”和“地质资
源与地质工程”两个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为核心，
带动环境科学与工程、海洋科学、地球物理学石油与天
然气工程等发展势头强劲的学科建设，将有限的办学资
源聚集到优势和特色学科上，不断提升研究生教育学科
建设水平。
武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与矿业工程、

湖北省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纪实
——

寄 予 殷 切 希 望 。学 院 2022 届 学 员 共
1100 多人，毕业联考合格率 100%、优
良率 94%，200 余人次在学院军事大比
武中被评为训练尖子，60 余人次在全
国全军竞赛中获奖。近日，陆军步兵学
院 2022 届全体学员给习主席写信，汇
报学习训练情况，表达牢记习主席期
望重托、扎根基层一线、矢志奋斗强
军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近日，记者来到武汉大学校园内“启
明星”卫星发射及测控第二现场，直击
“启明星”测控全流程。和大多数卫星不
同的是，这颗“启明星”卫星以学生团队
为研制主体——由武汉大学宇航科学与技
术研究院和遥感信息工程学院的教师和学
生团队耗时 3 年研制成功。该研究团队
中，超过半数都是研究生。
“启明星”的成功，是近 10 年来湖北
省研究生教育坚守质量、快速发展的有力
见证。
10 年来，湖北毕业研究生由 3.28 万
人增长到 4.41 万人，增长 34%；高校获
评两院院士 54 人 （全省 81 人），省级人
才项目支持高校累计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
才 2100 多人；2021 年，湖北高校有国家级
科研平台 55 个，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由
1567 项增加到 2096 项，增长 33.8%……
日前，在教育部召开的“教育这十年”
“1+
1”系列发布会上，湖北省教育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该省建设研究
生高等教育强省，打造人才创新高地的显
著成果。

聚力打造创新人才培养高地

坚定信念 脚踏实地 拼搏奋斗
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我感到很
欣慰。好男儿志在四方。希望你们坚定
信念、脚踏实地，在部队大熔炉中全面
锻炼、拼搏奋斗，不断成长进步，为强军
事业贡献力量。
习近平高度重视我军院校教育和
人才培养工作。2019 年 5 月，他专门到
陆军步兵学院视察，对提高办学育人水
平提出明确要求，对广大学员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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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回信勉励陆军步兵学院2022届全体学员

新华社北京 6 月 20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给陆军步兵学院 2022 届全
体学员回信，对他们给予勉励。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你们在校
期间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各方面都取
得好成绩，即将毕业奔赴军营，我向你
们表示祝贺！你们立志到艰苦边远地区
去、到练兵备战一线部队去、到党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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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 3 个专业入选国内“双一流”
学科建设名 单 。 近 年 来 ， 该 校 研 究 生
教育始终围绕强势学科坚持钢铁冶金
特色，结合行业最新科研动态，培养
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的创新人
才。该校研究生与导师聚焦钒研究，助
力中国成为钒强国；“双创者”转化科
研成果，建成中国芯生产线，打破国外
垄断……
为加快建设一流学科，提升研究生教
育质量，湖北实施“世界一流学科培育行
动”，重点建设 10 个左右学科，夯实省属高
校一流学科建设基础；实施“国内一流学
科争创行动”，加强建设 30 个左右学科，壮
大省属高校一流学科建设基本盘；实施
“优势特色学科建设行动”，支持建设 150
个学科（群），提升学科建设的整体水平。
此外，紧盯一流目标，湖北各高校不断抓
本报记者
好导师队伍建设，抓好课程改革，抓好培
养环节等，努力构建一流大学体系，不断
提升湖北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综
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程墨

坚持内涵特色，深化学科
内部改革
通讯员

“2016 年以来建设医学交叉创新团队
42 个、研究生交叉课程 10 门、交叉基金
尚紫荆 132 项，2019 年在 《自然》 杂志上发表
科研伦理文章，在 CNS 上发表医学论文 7
篇，博士生张博‘全球首创的全数字
PET 系统及产业化’工医交叉项目获第
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金奖……”
谈到近年来华中科技大学在医学相
关学科领域，打造“医学+X”多学科交
叉融合平台和机制，创新“医学+”复合
型研究生培养路径，深化学科改革发展
的诸多工作成果，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
张新亮如数家珍。
自 2007 年以来，华中科技大学率先
启动创新研究院建设，打破学科之间壁
垒，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研究院作为
多学科交叉优秀博士生培养的特区，以
重大现实问题为牵引，跨一级学科培养
一流博士生。同时，该校深化科教协
同、产教协同等，依托武汉光电国家研
究中心、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等国
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成立未来技术学
院，建立华中大—武汉钢铁集团研究生
联合培养实践基地，旨在培养具有前瞻性、能够引领未来
发展的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华中科技大学深化学科改革历程，是湖北省各高校
不断优化学科内专业结构，推动学科特色高质量发展的
缩影。2021 年，湖北省出台推进新时代湖北研究生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 35 条措施，包括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成效、
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服务国家战略和湖北需求、推
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主要内容。
以 35 条措施内在改革为原动力，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
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加强建设网络安全学
院、人工智能学部等新兴学院平台，加快优化重组学科
内、学院内布局结构，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下转第三版）

高校迎来毕业季，学子奔赴人生新旅程——

别样毕业季“花式”送惊喜

快乐迎夏至

6 月 20 日，山东省高密市密水街道中心幼儿园组织开展“学民俗 迎夏至”主题活
动，小朋友们在教师带领下品尝西瓜、
观察植物长势等，
学习夏至时节民俗知识，
感受传
统文化的魅力。
图为小朋友在校园
“微农场”
里欣赏茼蒿花。
李海涛 摄

列出 27 项负面清单

河南为教育评价改革划定“红线”
本 报 讯 （见 习 记 者 庞 珂） 近
日，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印发 《关于
贯彻落实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实施方案〉 工作的通知》，对深化党委
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改革、学校评价
改革、教师评价改革、学生评价改革
和用人评价改革作出全面安排部署，
同时聚焦堵点难点，特别是列出包括
严格禁止类、克服纠正类、控制限制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类等 27 项禁止事项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为全省教育评价改革工
作划定“红线”，明确严格禁止公布、
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高分考生
和升学率等；克服纠正唯分数、唯升
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和重科
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控制限
制教育评价活动数量和频次，减少多
头评价、重复评价，切实减轻基层和
●主办、
出版：中国教育报刊社

●值班主编：
苏令

学校负担，严格控制以考试方式抽检
评测学校、学生等。
前不久，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
人民政府印发的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实施方案》 指出，要建立市县
党委和政府定期研究教育工作机制，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定期深入教育一
线调研、联系学校，年终述职必述
教育工作，每学期至少为师生上一
次思政课。坚持正确的政绩观，不
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
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
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
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
先等挂钩。
●值班编辑：
郭馨泽

凤凰花开，毕业季来，首批
毕业典礼以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
下”
。
“00 后”也将本科毕业。带着不舍与
开场，歌曲中诉说着毕业生对校园的
“和校长拍照的感觉挺棒。”“都
留恋，高校毕业生即将走出承载青春
感恩与眷恋 ，动听又深 情 。紧接 着，
别抢，校长是我的。”在南昌航空大
记忆的校园，迈向人生旅途的下一
《你曾是少年》
《海阔天空》
《我们的青
学 2022 届毕业生毕业典礼现场，全
站。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各高校
春》多首热歌连唱，10 名毕业生登台
体校领导共同走进学生之中，为每
尽可能开展丰富多样的毕业季活动，
演唱，台下的同学们一起挥动双臂，
位在场的毕业生拨流苏，并一一合
为毕业生“花式”送惊喜，打造了一
向大学生活说再见。
影留念。来自黑龙江海林市的航空
个难忘的别样毕业季。
毕业典礼为何变成“出圈”的演
制造工程学院毕业生徐振洋还用视
“未来任何一年，只要条件允
唱会？“毕业典礼是学校送给毕业生
频连线的方式，与家人们分享了这
许，不在现场的同学都可以回校参加
的一份礼物，怎样做才能令他们一生
一难忘时刻。
一次线下的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
难忘，我们就按照什么方向去策
“原来只能在雕塑旁合影，真没
式，学校将准备好如常的校园欢迎大
划。”青岛大学毕业典礼主创策划团
想到还能将其带走！”毕业典礼上，
家。”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
队说。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一份特别的毕
士金力在毕业典礼上发出邀约，让无
天津大学则为每位毕业生都准备
业礼物让毕业生褚锦涛和同学们“破
法来到现场的毕业生可以任选一年回
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专属筷
了防”。原来，该校工业设计专业教
校补上完整的毕业典礼。
子。筷子材质各有不同：本科毕业生
师吴冬俊把学校标志性景观之一的
为给毕业生创造暖心的毕业记
的是云檀木，硕士毕业生的为红檀 “求真”雕塑，通过设计、建模、打
忆，复旦大学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木，博士毕业生的是黑檀木，颜色由
印制作等环节，最终微缩成可随身携
的形式在校园中和网络上营造温馨的
浅到深，筷头分别镌刻“本”“硕”
带的挂件，给 2022 届毕业生们送上
毕业氛围。学校在各校区设置合影 “博”字样。每双筷子都是独一无二
了一份别样的祝福。
点，为毕业生提供合影留念、打卡的
的。筷子上刻有每个学生的名字、学
（统 稿 ： 本 报 记 者 王 阳 采
机会，添一份毕业“仪式感”。
号和专业。一双筷子合在一起可以拼
写：本报记者 任朝霞 孙军 陈欣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
成校徽图案，还能看到母校对学生的
然 史望颖 甘甜 通讯员 姚敏
我有个我们……”青岛大学 2022 年
祝福与惦念——“家在天大，志在天
明 魏喆吉 舒越）

【体育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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