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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使命。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
学，北京理工大学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着力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殷殷
嘱托，以“智慧”赋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路上不懈探
索。

近年来，学校以“融合创新、智慧赋
能”为驱动力，构建育人图谱，推动思政

“活化”、知识“衍新”、学以“智用”，赋智
于人、融智于校、强智于国，培养了一批

“胸怀壮志、明德精工、创新包容、时代担
当”的领军领导人才，走出了智慧教育的

“北理工实践”。

智慧思政，红色基因孕育强
国之志

“请各位同学站在‘陈独秀’和‘李大
钊’身旁。”在全国高校首批“思政课虚拟
仿真体验教学中心”（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教师张虹通
过沉浸式虚拟仿真手段，帮助学生置身于波
澜壮阔的“觉醒年代”。在思政课教学中运
用虚拟现实技术，将教学内容编入历史事件
的展示过程之中，深刻改变了传统叙事教学
模式。“智慧”起来的思政课，让学生们在

“沉浸”中触发思想的开关。
推进理想信念教育模式创新，将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等技术融入思政教育，让讲活
红色故事不再仅仅停留于教师的表情神态、
精妙语言，而是通过多感官的冲击与调动，
打造全新沉浸式思政课程。经过多年的探索
实践，北理工的思政课教师在三尺讲台之外
找到了“第四尺”。

在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人才培养全过程
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北理工发挥“智慧思
政”优势，将立德树人贯穿人才培养始终，
从“开学第一课”到“毕业最后一课”，北
理工的“大思政课”下好“智慧一盘棋”。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
士吴伟仁讲述探月工程背后的执着与深耕；
中国科学院院士毛明讲述自己义无反顾地踏
上报效祖国的漫漫征程；中国工程院院士孙
逢春讲述近40年心无旁骛、矢志科技报国
的心路历程……在北理工智慧化平台上，一
堂堂“院士思政课”闪耀着思想和智慧的光
芒。科技巨匠走进学校思政课堂，将行业发
展与青年成长紧密结合，让学生在课堂内外
充分领悟到何谓“国之大者”。

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2019年，北理工牵
头诞生于延安的9所高校成立“延河高校人才培养联盟”，发
布“延河宣言”，构筑红色资源协同育人共同体。2021年，“延
河联盟”红色育人基地在延安揭牌，共享优质办学资源。
2021年秋季学期，“延河高校人才培养联盟”和北京市良乡
高教园区的13所高校开设了18门课程，通过智慧化平台，
实现了804名学生线上互选、互修和学分互认，有力促进了
北理工和兄弟高校之间优质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

“我们运用最新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分布式图数据库
技术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通过梳理领袖人物、历史
事件、重要文献与革命旧址之间的脉络关系，助力课程学
习、党史研究、文献考证。”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学生邹雨初介绍他带领团队开发“知识图
谱+党史”学习平台的情况。

近年来，学校不断创新“智慧”手段，通过思政课知

识谱系、境感式思政课、“云上毕业典
礼”、德育答辩等措施联动，赋能思政教
育，让思政教育鲜活起来，用贴近青年
学生的方式，将北理工特色思政教育贯
穿始终。

“先进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新
的人才培养改革。北理工用先进的思想
启迪学生，利用思政主课堂、榜样正能
量和思政新平台构建育人图谱，实现从

‘育才’到‘树人’，努力培养勇担报国
使命的领军领导人才。”北京理工大学党
委书记张军说。

智慧教学，全链条改革培
养拔尖人才

从“神八搭载”到“天舟搭载”，再
到“登入国际空间站”，北京理工大学生
命学院博士生杨春华成为中国空间生命
科学研究中多项“第一”的参与者与见
证者。在他看来：“北理工人就是要为国
分忧，为国争光！”

以徐更光、朵英贤、杨树兴院士为
代表的北理工三代“兵器人”，研制出新
型高能量材料、远距离火箭，推动国家
重点领域实现跨代发展；以王越、毛二
可、龙腾院士为代表的北理工三代“雷
达人”，在高速交会目标测量、新体制雷
达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以孙逢春、
项昌乐院士为代表的北理工三代“车辆
人”，在新能源汽车、特种车辆研发方面
走在全国前列。

聚焦国之所需，培养拔尖人才。从
上世纪90年代启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
革，到2009年成立本硕博连读班、2013
年建立人才培养改革先导区——徐特立
学院，再到2018年探索构建人才培养新
生态，北理工跨越三十载久久为功、绵
绵用力，在“智慧赋能，促进学生有价
值成长”的路上，深耕不辍。

近年来，北理工以智慧支持知识衍
新，构建跨学科知识空间，帮助学生打
牢宽厚知识基础，以智慧赋能个性化教
育，因材施教，激发潜能，通过国家战
略、重大成果、个性需求、大师团队、
价值成长，全面融入专业建设、课程教
材、培养模式、育人队伍、激励机制等

“五融”举措，不断提高人才培养体系革
新力——

2018年，学校正式成立了精工书院、
睿信书院、特立书院等九大书院，构建“通识教育+大类专业
基础+专业+X”多路径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建设智能制造工
程、人工智能等新工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2019年，学校全面实施“寰宇+”计划，确立“价值
塑造、知识养成、实践能力”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构
建本硕博一体化贯通培养体系。

2020年，学校升级建设“乐学平台”，基于时空思维+
知识穿越的“五维教育”理念打造数字化学创平台——延河
课堂，激发自主好奇，实现群智衍新。

2021年，学校进一步以智慧赋能优势专业，聚焦“智
能无人+”领域，成立未来精工技术学院，提出“三新”

“三柔”“三全”“两贯通”理念，着力培养前瞻性的智能无
人技术领域未来科技人才。

2022年，全面推进素养图谱、知识图谱、能力图谱、
素质图谱建设，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多项成果获
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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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通顺街小学学生课后在操场上进行趣
味跳绳比赛。新学期开学以来，该校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双减”政策，开展体育类
等多种多样的课后服务活动。 丁根厚 摄

多彩课程助“双减”

“实、拼、钻、闯成就专业精神。传、
帮、带、练彰显爱生情怀。”走进山西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李粉霞劳模创新工作室，
展示栏中一行行醒目的字映射出主人躬
耕职教、矢志育人的初心和担当。

多年来，李粉霞坚守三尺讲台和

管理一线，攻坚克难屡创佳绩，满腔
热忱帮助学生和团队不断成长，在平
凡岗位上创造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竞赛场上的“拼命三郎”

2004年，为备战全国首次数控

技能大赛，入校仅4年的李粉霞不顾
有孕在身，主动请缨备战比赛。虽然她
大学学的是机械专业，但对数控机床
的操作还是很陌生。为此，她白天给学
生上课，晚上在实验室苦练数控铣床
加工技能。当年学校数控工程系只有
3台机床，无法满足训练需要。李粉霞
和其他备战小组的同事只能通过4小
时一轮换的方式进行实操训练，通常
几番操作下来已是深夜。

持续5个月的艰苦训练过后，李
粉霞所在团队一举夺得山西省数控技
能比赛职工组第一名。竞赛现场所有
参赛选手和裁判都对这个“气定神闲，
沉着应战的‘孕妇选手’”发出由衷的
赞叹，李粉霞“拼命三郎”的绰号也在
校园不胫而走。

在接下来的三届比赛中，李粉霞和
团队教师，一鼓作气连续拿下3次第一。

“四战四冠”的骄人战绩，在为
李粉霞积累丰富实战经验的同时，也
为她改进教学方式提供了强有力支
撑。（下转第三版）

职业教育 的耕耘者
——记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李粉霞

本报记者 赵岩

怀抱“荒漠变绿洲”的心愿，中
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康
绍忠带领团队一干就是30多年。他
领导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农业水土工程
国家重点学科，创建了甘肃武威绿洲
农业高效用水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农业水利
优秀人才。他与团队创造和实践的紧
密联系农业农村农民的教育教学模
式，发展和示范推广的农业高效用水
模式，为乡村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康绍忠看来，中国农业太不容
易了，因为人口多、地少水缺，盐碱
地、荒漠地那些不适宜种植的地方，
中国人都要种上庄稼。37年的工作
成绩，在康绍忠的口中变成了一句特
别的话：“我只是在做点具体的事。”

扎根西北，钻研推广节水技术

旧布鞋，老湘音。坐在办公室一
张旧折椅上的康绍忠，笑容可掬。

27年前，康绍忠第一次到西北内
陆干旱区甘肃石羊河流域系统考察。眼

前的一幕幕却让他不禁眼中噙泪。到处
是荒漠化、盐渍化的土地，枯死的林木
和村民被迫迁徙留下的残垣断壁。

“我想在这里做点事情。”回来后，
康绍忠就开始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在
这里建立实验站，以科学数据支撑石羊

河流域水资源高效利用和重点治理工
程，在全流域推广节水高效灌溉技术。

野外定位科学观测，常常一干就
是十几个小时。渴了，喝几口白开水；
饿了，啃几口自带的干粮。

（下转第三版）

倾情浇灌 绿色希望
——记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康绍忠

本报记者 施剑松

走近2022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康绍忠康绍忠在指导研究生在指导研究生撰写论文撰写论文。。 学校供图学校供图 李粉霞指导学生实训李粉霞指导学生实训。。 学校供图学校供图

本报北京9月13日讯（记者 高
毅哲）今天，教育部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召开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教育
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主持集体学
习并讲话。部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并作
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与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结
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推
进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
贯彻工作走深走实，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怀进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
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关系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是一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引领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的纲领性文献，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发
展成果、最新理论结晶，为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思想基础、理论基础。

怀进鹏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
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
是要在十年伟大变革中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始终坚定战
略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
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要
更加坚定自觉地拥戴核心、信赖核
心、忠诚核心、维护核心，坚定不移
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铸魂育人。二是要在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充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优
势，牢牢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为国
家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教育支撑。要
深刻认识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
局性的地位和作用，聚焦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聚焦
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原始创新能
力；聚焦适应、支撑、引领经济社会
发展，巩固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
的基础教育，深入推进职业教育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大力发展支撑服务
国家战略的高等教育。三是要在新的
赶考征程中永葆“自我革命”精神，
持续推进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和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加强和改进党
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加强教
育系统党的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有针对性地解决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的教育问题；坚持底线思
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抓好教
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营造安全稳定
的教育环境；坚决贯彻严的主基调，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
精神，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政治生
态，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
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教育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体学习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