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教育视窗

电话：010-82296888

82296879

2022 年 9 月 22 日

星期四

西北师范大学

把握内涵式发展方向 提升思政教育实效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相结合

撑，引导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积极传
承红色基因，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
的时代新人。

西北师范大学将推动思政课建设
内涵式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紧扣
学生的成长规律和心理特点，从教学
目标设计、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
师培养、教学改革、考核评价等环节
着手，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
合，做好思政课建设的顶层设计，彰
显师范院校培养思政课师资的特殊功
能。学校结合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研讨交流会、典型经验推介座谈会、
现场观摩等多种形式，不断推动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学校始终坚
持传承红色基因，扎根西部大地办大
学，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百
年奋斗历程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精神滋养，为推
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提供精神支

坚持思想守正和方式创新
相结合
在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
过程中，西北师范大学秉持守正与创
新相统一的原则，始终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地位，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在课程设置、
考核评价等环节坚持政治性和学理
性、价值性和知识性、建设性和批判
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统一性和多样
性、主导性和主体性、灌输性和启发
性、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明
确思政课改革创新方向，不断完善课程
体系，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此基础上，优
化思政课教学机构设置，2022年成立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
题。思政课是解答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关键课程。西北师范大学坚持推进
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创新方式，扎实提升思政教育实效，开好思政
课，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育，引导学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踔厉奋
发、勇毅前进。
所。学院组织教师参加思政课培训，每
学期以集体备课、专题研讨、示范教学
等多种形式，推动思政课在守正创新中
提质增效，通过将思政教育融入团学活
动、大学生理论宣讲、重大节点庆祝活
动、假期社会实践等方式，着力增强思
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与亲和力、针对
性，打造“活”起来的思政理论课。如
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西师百廿正芳
华 青春献礼二十大”舞动马院思政实
践主题晚会，通过诗朗诵《我的校园在
黄河岸上》、情景剧《红色家书》、舞蹈
《我们都是追梦人》《灯火里的中国》等

节目，展示了西北师范大学传承教育薪
火、与国家和人民共命运的发展历程，
推动思想政治育人工作开创新局面。

坚持“六要”标准与专业
素养提升相结合
高素质思政课教师队伍是办好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西北师范大学
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着力
强化思政课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使命
担当，将队伍建设与教师个人成长相
结合，按照“政治要强、情怀要深、
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

格要正”的“六要”标准，依托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按
照内涵式发展的要求，由马克思主义
学院承担思政课师资队伍的培养培训
工作，培养培训思政课教师。马克思
主义学院每学期组织思政课教学比
赛、聘请专家随堂听课，以赛促教、
以评促教，还确立了青年教师导师培
养制，通过听课、评课、集体备课、
思政课研究、担任大学生宣讲团指导
教师等多种方式，着力打造了一支政
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
平高超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为推动思
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师
资基础。

坚持从严管理与科学治理
相结合
科学系统的顶层设计，是开好思
政课的关键一环，也是推进思政课内

济宁学院

依托专业优势 赋能地方体育事业发展
济宁学院坐落于儒家文化发源地、孔子故里曲阜。学校秉持“学生为
本、教师为先、服务地方”的办学理念，以建设高质量应用型大学为目
标，主动融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济宁学院体育学院发挥学
科专业优势，积极对接社会需求，提升服务能力，助力地方体育事业高质
量发展，走出一条专业领航、创新发展、校地融合的发展之路。

立足专业优势
突出竞赛服务与培训特色
紧紧围绕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
求，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把竞赛服务
与社会培训作为服务地方体育事业发
展的特色项目，取得良好的社会效
益。在 2022 年山东省第二十五届运动
会上，体育学院多名骨干教师受邀担
任田径、足球、蹦床、网球等项目的
裁判长或裁判，他们的专业素质和敬

业精神赢得了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一致
认可，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在
省运会的赛场上展示了济宁学院的出
众风采。体育学院始终把服务地方发
展作为增强办学活力、提升办学水平
的有效途径，与济宁市共建市足球、
篮球、田径裁判员培训基地，选派师
生执裁山东省田径锦标赛、济宁市全
民健身运动会、曲阜圣城马拉松赛等
十余项省市体育赛事，为学校赢得良
好声誉。2021 年，在总结前期培训经

验基础上，经过认真筹备，中标山东
省中小学足球骨干教师培训、中小学
体能发展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并圆满
完成了培训 500 余名山东省中小学体
育教师的任务。2022 年，为解决济宁
市体育考生异地参加模拟测试的难
题，体育学院积极筹划，组织开展济
宁地区体育高考模拟测试，得到学
生、家长和教练的高度认可。

强化科研创新
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
紧紧围绕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
求，凝练学科优势，突出科研特色，
把科研做在服务国家战略上，把文章
写在服务地方发展上，努力打造区域
体育事业发展的“智高点”。体育学院
主动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黄河流域山东段‘体旅文商
农’融合测评与共生模式构建研究”
获批山东省人文社科课题立项。积极
落 实 《大 运 河 文 化 保 护 传 承 规 划 纲
要》，聚焦大运河体育带体育产业发
展，组建科研团队，顺利中标“山东
沿运河五市体育产业协作发展研究课
题”采购项目。作为首批山东省乡村
振兴体育发展联盟发起单位，协力推
进全民健身运动和体育赋能乡村振
兴，通过与地方共建“乡镇体质监测
站 ”“ 农 民 科 学 健 身 指 导 站 ”， 选 派
“社会体育指导员”进乡镇、进社区，
广泛开展体质健康监测和全民健身科
普活动。重视传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和体育文化，积极开展民间民俗传统
体育项目的整理、保护和推广，作为
济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习基

地，定期开展民族传统体育展演活
动，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为服务中小学基础体
育教育，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学院作
为高校团队首次承办了 《中国学校体
育》 杂志主题研讨活动，19 个省市自
治区的 400 余名教师围绕“间歇练习
与体能训练”进行了交流。活动普及
了新知识、新理念，解答了基础体育
教育中的前沿问题，取得了良好效果。

深化产教融合
构建一体化协同育人平台
紧紧围绕山东省、济宁市对高素
质体育人才的需求，积极推动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优化专业结构，提高
学科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
度。学院 2021 年招收首届体育教育专

广告

涵式发展的根本保证。西北师范大
学党委坚持把从严管理和科学治理
结合起来，紧扣思政课内涵式发展
方向，在工作格局、队伍建设、支
持保障等方面着力，做好思政育人
引领工作，营造形成了学校开好思
政课、教师讲好思政课、学生学好
思政课的浓厚氛围。学校下大力气
配优建强思政课专职教师队伍，着
力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构建一体
化研究服务体系，同时整合思政课
优势资源，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
作，通过举办思政课建设研讨会、
现场备课会、邀请专家学者进校园
等多种形式，打造了一批有思想、
有情感、有深度的思政“金课”。
近年来，西北师范大学在开展
思政教育和实践课堂教育方面取得
了宝贵的成功经验，统筹推进思政
课内涵式发展，不断彰显思政课作
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作用，培养
了一批批有理想、有情怀、有担
当、有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
班人，充分发挥了高校思政课应有
的作用和价值。
（魏彩苹）

业 校 企 联 合 办 学 （乒 乓 球 方 向） 学
生，顺利完成招生计划，办学前景得
到社会认可。积极探索体教融合、体
医融合的特色人才培养模式，与曲阜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曲阜市第一中
学、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济宁市中
医院、曲阜市中医院等单位及多家知
名健身俱乐部建立教学实践基地，搭
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平台，促
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
有机衔接，不断提升体育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近年来，济宁学院学生多次
在山东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基本
功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学校啦啦操队
在全国比赛中多次夺得冠军。学校跳
绳队在跳绳世界杯赛、亚洲跳绳锦标
赛、全国跳绳锦标赛中获得佳绩。
在全面建设高质量应用型本科高
校的新征程中，体育学院将坚持以国
家战略为引领，以服务社会谋发展，
大力推进开放办学活力提升工程，主
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市社会经济
发展的“主战场”，不断提升专业育人
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为地方体育事
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刘克非 徐刚 马腾）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艺术与传媒分院

开展室内乐艺术实践 提升专业软实力
组织汇报演出，提升专
业实践能力
室内乐是音乐艺术领域的重要分
支，作品风格多元、题材丰富，是艺
术类专业开展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
学院积极推进室内乐的艺术文化实
践，组织学生参与校内室内音乐会及
相关专业汇报演出，帮助学生在舞台
表演实践中有效提升专业能力、强化
艺术修养，为学生的专业发展及职业
发展提供锻炼机会。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室内乐的
演奏形式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重
奏，而是以混合音响及中、西方多种
不同乐器的组合，呈现出更加多样的
编制形式和更加多元的音色表现。打
破传统的全新室内乐形式要求学生必
须紧跟专业发展趋势，在新的创作演
奏环境中不断摸索，找到发力点，并
据此开展进一步的学习和调整。教师
也需要根据新的专业发展趋势开展具
有针对性的教学引导和实践指导。学
院音乐表演专业教师根据专业教学的
需求，在音乐会与汇报演出中精心安
排不同类型和难度级别的曲目，并结
合演出场地的环境因素，帮助学生分
析演奏细节，在打磨中逐渐提升和完
善，让学生的演奏能力大幅提升。
室内乐教学内容不仅包括专业演
奏技巧，也包括室内乐音乐艺术文化
和艺术创作。教师根据学生的专业特
长和职业发展规划，引导学生在室内
乐音乐艺术文化实践活动中扮演不同
的角色，从艺术创作、艺术表演到艺
术统筹，各司其职，协同发力，让每
一名学生都能根据自己的爱好与特长
在室内乐音乐艺术文化实践中充分发
挥自己的优势，及时发现并弥补自己
的弱项。这样的教学方式对学生的未
来职业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
用。学院突破课堂教学的限制，让学
生通过室内乐演奏强化临场表演能
力，通过专业指导帮助学生在现场演
奏中将音乐表现力、演奏技巧和个人

情感融为一体，发挥室内乐的魅力，
充分施展个人才能。

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应
用型人才
室内乐演奏是应用性较强的艺术
门类，将其纳入课程体系，重点之一
在于锻炼学生的演奏技术，为学生未
来的职业发展奠定扎实基础。学院将
室内乐演奏艺术文化实践作为专业教
学的有力补充，引领学生通过专业实
践巩固专业知识，推动理论与实践相
互结合、相互促进，提升室内乐演奏
技巧和音乐表现能力。与此同时，学
院聚焦师范类高校特色，以就业为导
向，将培养中小学艺术教师作为教学
和育人的重点，推动室内乐艺术文化
实践与学生未来职业发展需求相结
合，为地方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学院开展的室内乐教学体现了音
乐表演专业的应用性特征，充分对接
学生职业发展规划，通过强化室内乐
专业演奏教学，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应
用能力，帮助学生在学习阶段打牢基
本功，顺利走上职业发展道路。围绕
室内乐音乐艺术文化实践，学院组织
了丰富多元的专业见习，带领学生走
出课堂、走上舞台，在一次次演出实
践中提升专业水平，充分发挥自己的
艺术专业能力，推动室内乐课堂教学
与现实艺术文化实践需求相统一。室
内乐教学的有序开展也真正发挥了音
乐表演专业的社会服务属性，对标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在实现室内乐课堂
理论教学与专业技能教学有机统一的
基础上，为地方文化事业发展贡献了
一份力量。
学院科学统筹、积极推动室内乐
教学，帮助学生深入思考自己的职业
发展规划，并以此为目标不断强化演
奏技能、创作能力、教学能力和职业
素养，进一步加强专业学习的针对
性，有的放矢，以就业为导向时刻关
注自身专业学习的方向及效果。学院
将学生的职业发展作为开展专业教学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艺术与传媒分院以艺术与传媒类学科为
主要方向，始终坚持贯彻“一专多能”艺术人才培养理念，着力培
养专业型、应用型人才。学院以核心课程培养学生的核心专业能
力，同时结合市场需求培养专业相关的复合能力，增强学生的社会
适应性，不断深化专业的社会实践价值。在教学实践中，学院将室
内乐教学作为音乐表演专业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开展丰
富的艺术文化实践，不断提升师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和音乐艺术素养。

的核心，将室内乐音乐艺术文化实践
作为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机制，充分
考量室内乐教学的社会实践育人特
性，确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学院将过
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重点
考查学生在实践中的表现及能力的提
升，同时将师生互动也纳入评价体
系，确保通过充分的交流切实帮助学
生获得知识和能力的成长，推动学生
专业综合能力不断提升。评价机制也
为专业教学的完善和创新提供了重要
参考，学院根据评价反馈对课程体系
进行优化，随时关注课程中出现的问
题并及时解决，让课程安排更契合学
生发展需要。
学院还以评价体系为基础，建设
了科学系统的学生专业测评档案，方
便用人单位对学生展开综合评定和招
聘录取。公开举办的室内乐音乐会，
也提供了便捷直观地了解学生专业水
平的渠道。学院组织专家、用人单位
定期观看演出，从不同角度指导学生
的演奏，帮助学生不断进步。这样的
教学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业界对室内乐
音乐艺术文化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全
面体现了艺术文化类企业和学校对音
乐表演专业人才的要求，为学生聚焦
就业趋势、提升专业能力提供了有效
引导。

以赛促教，带动专业教
学创新发展
学院积极组织师生参与各级各类

专业竞赛，坚持“以赛促教、以赛
促学”的理念，将专业竞赛融入人
才培养全过程。近 5 年来，艺术类各
专业师生在学科竞赛中荣获省级及
以上奖项 100 余项。在室内乐音乐艺
术文化实践方面，以赛促教的育人
模式也有效带动了专业教学的创新
与发展。教师在组织室内乐音乐会
和汇报演出中，综合衡量学生的专
业特长，在活动组织、曲目编排、
学 生 排演等各环节充分发挥学生优
势，提升学生专业技能，以真正实现
育人目标。
这样的过程也对教师的专业能力
和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
面，教师要具备扎实的专业能力，向
学生传授专业演奏知识和技巧，在理
论和应用方面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
指导；另一方面，教师还要具备更综
合全面的专业素养，引导学生根据演
奏曲目要求，深入领悟音乐中蕴含的
思想，不断强化学生的专业实践综合
能力和综合素养。此外，教师还要引
导学生学习和掌握与曲目演出相关的
乐器理论知识，尽可能了解演出涉及
的各类乐器演奏特色和技巧，提高各
专业之间的协作配合能力，使不同乐
器更好地协作共鸣，更充分地展现音
乐的艺术文化魅力。
开展室内乐音乐文化艺术实践有
效衔接音乐表演专业教学与社会需
求，使专业教学能够充分发挥商业和
艺术价值，促进室内乐音乐艺术的创
新发展。学院从社会文化发展需要出
发，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导向，培养

了大批优秀艺术专业人才，为提升社
会音乐审美水平、促进优秀音乐艺术
文化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学院在探
索室内乐教学创新的过程中，着力实
现“讲台”与“舞台”的有机统一，
以舞台演奏要求不断创新和优化课堂
专业教学的内容，大大提升课堂专业
教学的应用性，引导学生在舞台上充
分展现室内乐音乐艺术的魅力和演奏
的技巧，帮助学生通过室内乐音乐艺
术实践，深刻理解艺术内涵，通过乐
器演奏向更多人群传递优美的舞台音
乐艺术，提升大众审美，实现“以美
育人，以文化人”
，为室内乐赋予鲜活
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学院带领专业教师积极参与室内
乐音乐艺术文化实践，将传统的课堂
教学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充分发挥
自身积累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在
以学生为主体的音乐会与汇报演出中
提供有力的指导和建议。在帮助学生
不断进步、不断成长的同时，这样的
实践教学也有效促进了教师专业能力
的提升，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而教师在音乐会中的组织和指导表
现，也为学院评定教师职业能力提供
了重要参考。

扎根专业特色，推动综
合能力全面提升
学院将室内乐音乐会和汇报演出
纳入育人体系，为学生的室内乐音乐
艺术实践提供完备的硬件设备和充足
的师资保障，既探索了专业实践教学
的创新，也为学生营造了商业艺术演
出的模拟环境，在室内乐实践中推动
学科专业化发展，引导学生以严肃的
态度开展相关艺术文化实践。
音乐会现场演奏不同于课堂演
奏，对学生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学院特别开展了心理健康相关
教学和服务，在学生参加音乐会的全
程进行有效的心理辅导，帮助学生以
健康的心态面对演出，正确认识演出
中的成功与不足。

学院开展的室内乐音乐会和汇报
演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既为学生提
供了参与艺术文化实践的重要机会，
让学生充分展现专业能力、演奏技巧
和创作才能，也构建了考核学生室内
乐演奏能力和个人专业综合素养的重
要场域。在演出中，学生需要根据音
乐会整体安排，充分展现演奏技巧和
对演出曲目的领悟，从全局的角度思
考创作与演奏的表现力。这一过程
中，专业教师引导学生根据室内乐编
制进行曲目创作与排练演出，并据此
对教学内容和专业实践进行自发性创
新，推动学科建设创新发展。
完成一场高质量的室内乐演出，
要求学生掌握充足的理论知识和演奏
技巧，并具备一定的音乐艺术思维，
对专业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鼓励学
生以职业发展规划推动专业学习和实
践，通过室内乐音乐艺术实践及时检
验学习成果，积极主动与专业发展趋
势对接，实现专业的艺术和商业价
值。专业教师也需要从这一目标出
发，不断提升教学和实践创新能力，
帮助学生更扎实地掌握室内乐演奏技
巧，理解室内乐音乐艺术内涵，从而
实现演奏内容和形式的创新。
学院扎根专业特色，鼓励学生开
展多样化的艺术文化实践，在实践中
锤炼专业能力，同时以艺术的现实应
用为考量，不断开拓专业实践和职业
发展的更多可能，在艺术文化的浸润
中提升个人艺术审美素养和综合素
养。室内乐教学是实现这一育人目标
的有效途径，切实提升了师生的专业
能力，帮助学生掌握音乐演奏的细节
处理、乐器之间相互协作、创作思
路与音乐艺术审美等方面的知识，
同时引导师生聚焦专业发展，围绕
教学需求开展更具趣味性和艺术创
造性的学习与实践形式，让学生在
融洽的教学环境和实践演出中充分
享受室内乐音乐艺术的魅力，陶冶
个人情操，提升艺术修养和专业素
质，为开拓更广阔的专业发展路径奠
定坚实基础。
（徐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