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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培育新时代有灵魂的卓越人才培育新时代有灵魂的卓越人才

丰富教育教学体系，让劳动教育
“学起来”；开展劳动教育实践，让劳动
教育“做起来”；营造校园劳动文化，让
劳动教育“活起来”。

为更好地将劳动教育目标融入新时
代卓越人才培养，学校不断丰富劳动教
育课程体系。工程实践创新中心面向文
理工医全体学生，开设金属浮雕制作、
3D打印创意制作、木工榫卯制作、电火
花创意加工等32门系列课程；总务后勤
处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家常菜肴、常见花
卉树木种植、商务礼仪、西点入门等6
门系列课程；各院系也结合学科专业特
点开设了特色课程。

2022 年 7 月，哲学学院在“虚心
谷”耕读教育教学基地举行首期耕读教
育开营仪式。23名一年级本科生齐聚于
此开展为期一周的耕读学习。白天，他
们开展水田除草、除尘劈柴、施肥采
摘、打磨豆腐、蒸竹筒饭等古老而经
典、富有一定挑战性且寓教于乐的重要
劳动项目；晚上诵读与劳动、农业相关
的哲学经典著作，辅助观看并讨论相关
文艺作品，真正体验“昼耕夜读”“晴耕
雨读”。

在校内，则有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的“科技劳动素养与实践”课程。在理
论与实践的指导下，学子们在“生命小

农园”中播种、施肥，亲手劳作，体会
劳动教育。

在学科专业中有机融入劳动教育，
是学校的特色做法。学校在思政课程中
进行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劳动相关
法律法规与政策教育；结合课程思政建
设，在专业实习实训、创新创业活动等
实践环节中，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培养
学生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团结合作、
吃苦耐劳的工匠精神和敬业精神，强化
劳动品质培养。

不同的举措，同一个目标。以《华
中科技大学新时代劳动教育实施方案》
为指导，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将劳动教
育目标融入新时代卓越人才培养体系，
开设32学时的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开展
劳动教育实践，营造劳动校园文化，使
学生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
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

七十年栉风沐雨桃李满天下，新时
代追求卓越奋进再出发。新的历史发展
时期，华中科技大学将从国家的急迫需
要和长远需求出发，以只争朝夕的使命
感、紧迫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育新时
代有灵魂的卓越人才。

（徐章 刘娟 汪泉）

周周有精品艺术演出、人人进综合
美育课堂、处处有艺术审美体验，全面
浸润美育“一生一艺”教育。

6月28日晚上，光电信息大楼报告
厅座无虚席，还不时传出一阵阵赞叹
声、惊呼声。原来，这是华中大美育讲
堂《只此青绿》导赏会的现场，学校迎
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舞蹈诗剧《只
此青绿》 的三位领衔主演孟庆旸、张
翰、谢素豪。活动中，专业演员示范了
作品中的典型动作，一颦一笑之间，尽
显古典之美。他们还带领学校舞蹈爱好
者体验网红动作“青绿腰”，现场惊喜连
连。

邀请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主演走
进华中大美育讲堂，讲述作品背后蕴含
的中华优秀传统舞蹈文化之美，是学校
为师生打造讲演结合的高端美育活动的
特色做法。

近年来，学校全面推进美育各项工
作。2019年 5月，学校成立艺术学院。

2021 年 3 月，学校成立美育工作委员
会，并出台《华中科技大学关于全面加
强和改进美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拟定
《华中科技大学美育教学改革试点方案》
和《华中科技大学美育教学评价改革方
案》等指导文件。

面对全校师生的不同艺术基础与审
美需求，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开设了包
括自然、艺术、科学、美育在内的多种
课程，形成了工科与艺术相互渗透的美
育课程体系。学院以艺术与科学的融合
为特色，探索新技术条件下的艺术表达
和教育创新，依托学院光影交互实验
室，利用虚拟现实（VR）等技术，搭建

“交互—浸润”式美育教学模式。艺术学
院通过公共选修课程和艺术实践课程、
美育审美体验、美育试点学院等方式，
每年面向全校师生举办100场艺术实践
活动，研究探索在综合性大学高质量开
展美育课堂教学、美育实践活动和美育
校园文化，全面落实“一生一艺”。

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美育：一生一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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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德育为先，让思政课和专业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构建门门课
程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的良好局面。

西五楼的智慧教室里，学生正聚精
会神、津津有味地在电气与电子工程学
院杨勇教授“电路理论”的课堂上享受
着学习的快乐。这门课正是国家课程思
政示范课程。

电气本硕博2001班的金朔宇清楚地
记得，讲到交流电路这个知识点的时
候：“杨老师给我们讲了火神山医院建
设背后的故事。当时电力保障团队在短
短几天内完成了两条10kV线路的迁移，
抗疫战场上有大量电力人的付出。杨老
师的讲解，让原本枯燥的专业课一下子
变得鲜活起来，我们的专业自豪感提升
了，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更加坚定了。”

将立德树人有机融入专业知识讲
授，学校“电路理论”、第二临床学院

“医学导论”、物理学院“引力实验原
理”等获评国家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近年来，学校一方面大力推进课程
思政建设，通过选树典型、凝练品牌等
方式，有序有力推进课程思政工作。学
校主编出版了 《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和国内首部《新
工科背景下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指南》，

广受好评。另一方面，思政课是培养体
系中的重要课程，作用不可替代。近年
来，学校不断加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思政课
程体系建设。面向本科生开设7门思政
必修课程，打造博士生精品思政课程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还开设了
“深度中国”“百年中国”“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伟大抗疫精神”4门选修课。

此外，学校党委坚持遵循规律，坚
持育人导向与问题导向，久久为功，守
正创新，不断形成思想政治特色品牌。
结合院系学科专业特色，推进“一院一
品”思政项目建设，将教育教学与学生
工作统一起来，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融
合起来，促进学生全面成才。结合重大
时间节点与学生成长关键阶段，持续探
索“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石榴籽
合唱团”等思政品牌工作，形成“浸润
式”思政教育模式。

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学校积极引导
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
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
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探索学科交叉、科教协同、产教融
合等人才培养新模式，着力培养解决关
键问题的卓越工程师和引领未来发展的
领军人才。

在一次分级通关综合课程上，网络
空间安全学院信息安全201901班的邱士
煜了解到，除了以往课堂上一些简单的
密码学算法外，还有可以抵抗未来超强
算力的格密码算法和可以自证身份的
IBE算法，这些功能丰富的算法引起了
他浓厚的兴趣。在与教师交流后，他和
其他同学进一步开展研究，把研究成果
用在提升电子邮件安全性能上，成果获
得第十七届“挑战杯”竞赛“揭榜挂
帅”专项赛特等奖。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是学校积极响应
国家战略部署成立的人才培养特区，与
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共同打造极具特色的“网络
安全学院+网络安全产业谷”模式。学
校将该院列为教育教学改革试验区，设
立网络安全本硕博贯通人才培养实验
班。学院大力实施分级通关式综合实践
能力培养体系，是目前国内少有的在本
科教学中系统性推行综合实践能力培养
的网络安全专业院校。

以网络空间安全学院为代表，近年
来，学校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强
核心要素建设，建设了一批人才培养特
区，如启明学院、光电信息试点学院、
国际化示范学院、国际示范性微电子学
院、集成电路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等。

同时，学校加强平台建设，投入上亿元
升级建设智能制造工程训练实践平台，
真刀实枪、真材实料地加强工程训练强
度和时间，着力提高学生解决复杂工程
问题的能力。

2008年学校与业界共建创新人才培
养示范区——启明学院，创建多学科交
叉育人环境。学院坚持“开放办学、创
新机制、学科交叉、拔尖示范”的办学
思路，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主动
性实践和创新性科研。

面向未来新工科。华中大是全国首
批12所未来技术学院建设单位之一。新
成立的未来技术学院，着眼于未来科学
技术原创，培养具有前瞻性、能够引领
未来发展的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推动

“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升
级。学院融合光学工程、机械工程、生
物医学工程等A+学科方向，发展以共融
互联智能机器人为牵引的智能制造、智
能芯片、智能感知等未来技术领域。

经过 10 多年探索与实践，华中大
“双创”人才培养成效显著、成果丰硕。
学校在2017—2021年全国普通高校大学
生竞赛榜单（本科）中名列前茅。“十三
五”期间，在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
赛中，华中大学子累计获得特等奖1项、
全国一等奖29项、全国二等奖116项、
全国三等奖150项、全国优秀组织单位奖
28项，排名位于全国高校前列。在前七
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共
获22项金奖，金奖总数位居全国前列。

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游泳馆等
设施建设，让学生在体育运动中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切实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树立终身
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

“中外学生龙舟友谊赛正式开始！”
随着发令枪响，一声令下，喻家湖上数
条龙舟，如离弦之箭般破开水面……

这是2022年学校第三届中外学生龙
舟友谊赛的现场。学校自2012年开始组
建龙舟队，培育了一大批热爱龙舟运动
的师生。龙舟运动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
现代竞技精神相结合，对培养青年人的
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华中
大获批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龙舟）。“青山碧水擂鼓响，龙舟起舞勇
竞渡”已经成为校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也是学校大力发展体育的特色体现。

“一流大学要有一流体育，一流的体
育促进一流大学。”学校历来高度重视体
育工作，2021年出台《华中科技大学关
于全面加强与改进学校体育工作的实施

意见》，旨在深化体育改革，推动学校体
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围绕学校“体育工作20条”，体育
学院不断深化体育课程改革，围绕学校

“一生一技”体育教育要求，在本科一至
三年级开设144学时公共体育必修课，面
对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公共体育选
修课，形成了完整的体育长学制和大课
程体系。不断丰富课程项目，培养学生
运动兴趣，除传统的球类等运动项目，
还开设了龙舟、户外皮划艇、橄榄球、
慢投垒球、射箭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

2022年，学校体育赛事捷报频传：
女子龙舟队斩获2022年首届世界龙舟联
赛 （福州站） 200米、500米直道赛冠
军；2022年国际泳联世锦赛中，体育学
院运动训练2020级学生昌雅妮携手队友
陈艺文斩获女子双人三米板冠军；来自
教学班级的普通学生在湖北省大运会上
取得优异成绩——男子篮球队获冠军，
乒乓球队、羽毛球队、网球队共获九金
五银三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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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阳似火的武汉因为8月底的一场骤雨凉了下来，
走进秋天。此时，就在珞喻路1037号，华中科技大学
（以下简称“华中大”） 迎来了又一批“新鲜血液”。
2022级的本科新生与研究生新生，怀抱对未来的理想
与憧憬，走进“森林大学”，开启人生新篇章。

其中却也不乏“老面孔”。在这个迎新季，保研本
校、来自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卓
越计划实验班的8名学生，正骄傲自豪地给初来乍到的
新生介绍着学校。他们是这个升学率达到96%的实验班
级中的一分子。他们的众多同窗好友正带着母校诚挚
的祝愿，在国内外知名高校继续深造，谱写青春灿烂
乐章。

他们是华中大毕业生的一个缩影。建校 70 年来，
华中大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共和国同行，与新
时代共进，扎根中国大地，深度融入社会主义建设伟
大事业，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培养了70余万名毕业生，为国家的工业建设、科技进
步、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进入新时代，华中大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
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出台《本科教育50条》《研
究生教育50条》等系列文件，努力办好本科教育，让
研究生站在创新前沿；坚持“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育新时代有灵魂的卓越人才。

“森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初秋风景如画。

华中大学子泛舟喻家湖。

《只此青绿》 导赏会上，学子向专业演员学习
“青绿腰”。

在工程实践创新中心，学子们从产品设计到制造
“一条龙”，打造自己的专属创意产品。

让“学在华中大”的品牌更响亮，华中大的
师生在课堂内外共同努力。

在网安基地黄鹤网络靶场，学子们朝着成为
护卫国家网络安全的创新型人才而奋进。

在第三届“光谷杯”中国研究生机器人创新设计大
赛总决赛中斩获特等奖的华中大学子与参赛作品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