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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是教学的“指挥棒”。重庆工
程职院聚焦“走起来，活起来”的

“大思政课”，全面提升学校思想政治
工作质量，明确各级各类人员、机构
的育人职能，明确“项目化”“网络
化”“可视化”“品牌化”等“四化”
理念，认真做好线上线下各专业实施
效果跟踪、案例整理、资料收集、过
程记录、信息反馈、目标监督，积极
探索建立内容全面、指标合理、方法
科学的评价体系推动“大思政课”取
得实效，撬动各项工作全面实施，扎
实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为高
职院校深化“三全育人”改革提供

“渝工程”经验和方案。
评教之路是难点，也是“大思政

课”建设的重点，更是学校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点。

朝着这个方向，学校坚持立德树
人、德技并修，坚持以德为先重视品
格塑造、以智为本提升教育质量、以
体为重促进健康成长、以美为贵增强
文化熏陶、以劳为基倡导知行合一的
育人理念，落实“五育并举”全面发
展要求，统筹实施课程、科研、实
践、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
务、资助、组织等“十大育人行动”，
将高质量发展任务具体化、指标化，
全面分析检查各项举措落实情况及实
施效果，夯实“三全育人”根基，为
引领高质量发展率先探路。

一揽子办法明确。学校制定《深
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建设方案》
《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意见的实施办法》，出台《党建思政类
成果奖励办法》《教师绩效考核管理办
法》《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
办法（修订）》《人才引育办法》《弘
毅人才评选管理办法》《科研创新团队
遴选与考核管理办法》等工作制度，
为育人工作提供全方位制度保障。

一系列规划推进。学校印发《思
政教师、辅导员队伍建设三年规划》，
制订了思政课教师、辅导员配备计划
和能力提升计划，年均下拨不少于50
万元专项预算用于思政课教师和辅导
员队伍能力提升。完善了思政课教师

和辅导员队伍激励机制，制定考评办
法，在绩效分配方面单列思政课教师
岗位绩效和辅导员岗位绩效。在思政
课教师、辅导员队伍职称评审方面，
实施单列指标、单独评审。为提升思
政教师的教学能力，推动思想政治理
论课改革，学院面向全体思政课教师
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技能大
赛。

一张张清单规范。学校制定《师
德“一票否决制”实施细则》，拟定2
项共计17条“师德一票否决”清单，
完善了师德考核办法，在教职工职称
（职务）晋升、岗位竞聘、评优评先等
工作中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
制。为选树典型，学校评选表彰了34
名优秀教师和28名优秀教育工作者，
并举办优秀事迹展，用身边的榜样激
励广大教职工。

2022年9月，学校在重庆市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大思政
课’视域下职业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
模 式 的 改 革 与 实 践 ”（ 编 号 ：
JG221017）和重庆工程职院校级科研
课题“圈层化社交背景下高职院校网
络 育 人 机 制 创 新 研 究 ”（编 号 ：
RWA202005）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
上，积极立项申报科研项目“‘大思
政课’实践教学现状及体系构建研
究”，全方位、多层次、多学科深入开
展“大思政课”教研科研，构建“大
思政课”实践教学效果评价体系，开
发评价系统，确保“大思政课”实践
教学效果评价可视化、精准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广泛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伟大
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下一步，重
庆工程职院将学习贯彻落实好党的二
十大精神，并把家国情怀、技能报国
理念有机融入“大思政课”建设，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张洪冲 钟世潋 黄颖 钟刚/文
冯焰勇/图）

2022年8月，重庆高温肆虐，疫
情和山火频发。关键时刻，重庆工程
职院师生胸怀家国挺身而出。

合川区突发疫情，在家休暑假的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202 班学生陆
毅，骑自行车 40 公里来到抗疫一
线，配合医疗队进行核酸采集、信息
录入。烈日下，他身穿防护服每天工
作10小时以上，全身长满痱子仍坚
持工作。作为退役军人的学校现代教
育技术中心教师陈晓华，积极响应号
召再披迷彩服，在防疫一线执行封控
任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若有战，
召必回”的铮铮誓言。

8月21日，北碚区歇马街道虎头
村突发火情，山火突破多道防线向缙
云山主脉蔓延，形势万分危急。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201班学
生王仁杰，于8月23日晚上10点驾
驶越野摩托作为志愿者抵达现场抢
险。8月24日晚上11点，他又前往
毗邻的璧山火场一线运送物资直至
25日凌晨4点。

工程造价专业204班学生范志，
在8月24日、25日跟随父亲进入歇
马火场一线，连续两个通宵在大山里
巡查。8月24日凌晨，范志发现一处
明火还在燃烧，他随即抱起灭火器第
一个冲上去，成功阻止了山火复燃。

类似案例，不胜枚举。家国情怀
的种子，正在更多重庆工程职院师生
心中萌芽、生长。

而社会大课堂与“大思政课”具
有很高关联性，都具有场域大、格局
大、视野大等鲜明特征，需要多维建
构，沟通历史与现实、贯通理论与实
践、关联国内与国际。为此，学校积
极打造校外社会实践“三课堂”，把
思政课堂搬出校园，迈向更广阔的社

会大舞台。
打造“红色课堂”。学校将爱国

主义教育融入思政课，深挖活用红岩
文化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带领学
生赴聂荣臻元帅陈列馆、红岩联线
等地现场研学，引导学生厚植家国
情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同时，
深入开展“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小
我融入大我，青春献给祖国”主题
社会实践、四点半课堂、社区学
校、敬老服务等活动，推动构建政府
部门、社会、企业、学校联动的“实
践育人共同体”。

打造“田间课堂”。学校把社会
实践融入思政课，利用寒暑假发动学
生来到农村，把思政课堂搬进绿水青
山，搬到田间地头，积极宣讲“三
农”和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的思想内
涵、价值理念，观摩和参与现代农业
劳动，鼓励激励学生学好用好本领，
到农村广阔天地锤炼红心，发挥本领
建功立业。

“这样的思政课开眼界、接地
气、有味道，我们很喜欢。通过思政
课的田间课堂，我们充分认识到当代
大学生应承担的责任与使命！”学生
王一凡说。

打造“匠心课堂”。学校坚持在
实习实训中融入思政课，将思政教育
与学生校外实习实训相结合，让工厂
企业成为学生锤炼“工匠精神”的大
舞台；把思政课教学要点转化为实习
实训场景，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在
实践中践行“工匠精神”，追求“德
技双馨”。

“三个课堂”互融互促，让重庆
工程职院实现了学生“知、情、
意、行”统一，思政育人成效逐步
彰显。

“走”起来 方能“活”起来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把评教之路走准——
构建指标体系 实现精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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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重庆工程职院”）高度重视
思政教育。学校以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为契机，创造性地提出“行走
的思政课”，把思政课课堂之路走活、网络之路走新、校园之路走实、
社会之路走广、评教之路走准，实现了思政工作理论和实践相统
一，增强了思政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打造了菁菁校园“大
思政课”铸魂育人的特色范本。

不久前，一堂充满“乡土气息”
的思政课在重庆市北碚区三圣镇天宫
村开讲。

在天宫村柑橘园，刘洪梅老师围
绕村里的乡村振兴实践，结合“青年
学生如何参与乡村振兴”等热点话
题，向学生们娓娓讲述乡村振兴的

“大道理”，还吸引了当地村民的驻足
聆听。这样的思政课堂，是重庆工程
职院近年来全力推进“大思政课”建
设的缩影。

在重庆工程职院校长张进看来，
在“大思政课”建设中，改革创新主
渠道教学，不仅要善用社会大课堂，
还要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
一场专业课教师“联姻”思政课教师的
课程思政改革，在学校全面铺开。

智能制造与交通学院教师游青山
和思政课教师葛鑫一起，把思政课实
践教学课堂搬到校内一体化实训基

地，开讲“弘扬工匠精神 培养职业
道德”专题思政课，引导学生树立家
国情怀，扛起时代担当。游青山领衔
讲授的“单片机技术及应用”课程，
成功入选国家教育部门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授课教师、团队被确定为课程
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实现了重
庆工程职院在国家课程思政建设上零
的突破。

大数据与物联网学院则成立了课
程思政研究中心，聘请了一批思政课
教师担任课程思政顾问，为专业课教师
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提供帮助。

这样的“联姻”已在学校蔚然成
风。对此，重庆工程职院党委书记易
俊表示：“让思政课堂走出教室、思
政课教师走向社会，是开门办思政课
的重要内容，学校将持续推动专业课
教师‘联姻’思政课教师，让课堂活
起来。”

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运
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
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
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鼓励
师生围绕思政课教学内容创作微电
影、动漫、音乐、短视频等，建设融
资源共享、在线互动、网络宣传等为
一体的“云上大思政课”平台。重庆工
程职院正是以这样的思路开展思政课。

“工小程”代言。9月16日，是
重庆工程职院新生报到首日。迎新的
师哥师姐在添加学弟学妹的微信时，顺
带向他们介绍了一个新朋友“工小程”。

“小萌新们准备好了吗？‘工小
程’已经迫不及待和大家一起畅游到
知识的海洋里啦！”一个大眼呆萌的小
可爱快乐地向新同学打招呼。从此，
头“戴”矿灯、脚“穿”圆规、大眼
呆萌、色彩明艳的“工小程”，总会以
第一视角传播校园最新资讯，经常性
地占据着学生们手机屏幕的“C位”。

“我们着力将微博、微信等新媒
体平台打造成网上思政工作阵地。通
过拟人化塑造、可视化呈现以及多变
的‘工小程’形象、专属的‘工小程
体’网络文体，将思政教育渗透进学
生的学习、生活中，让思政课网络教
学更具沟通力、亲和力和吸引力。”
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张洪冲说。

“学校专业颜值度大比拼”“选择
重庆工程职院的N个理由”“亲，世界
那 么 大 ， 想 去 看 看 的 话 先 悦 读
吧！”……诞生之初，“工小程”便推
出了一系列话题，赢得不少“粉丝”，
其传播力很快跃居重庆高职院校前列。
很多原本晦涩难懂的理论，在“工小
程”的解读下变得通俗易懂起来。

融媒体协同。除了推出“工小
程”虚拟代言人，学校还致力于发挥
好融媒体优势。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网育人号和中国大学生在线通讯站为
牵引，用好官方微信、视频号、“工
程小君”抖音号等平台，构建融媒

体矩阵，推进融媒体协同育人。推
出党的创新理论网络宣讲微视频、

“抗疫青年说”评论节目、“我是时代
新人”“技能报国有我在”微视频等
创新栏目，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
心。从校史、校友、校园文化符号、
校园品牌活动、“乌金精神”、工匠精
神中开发挖掘思政育人资源，转化为
网络育人内容。加强新闻信息员、网
络评论员队伍建设，建设“网络育人
名师工作室”，培养网络力量，积极
构建基于网络育人评价指标体系。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助力重
庆工程职院将思政教育从“指尖”走
向“心间”，成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
网络思政名片。

学校先后获得全国高校网络教育
优秀工作案例和全国高职院校网络思
政工作创新示范案例，成功获批重庆
市第二批立德树人特色项目研究基
地。网络育人项目入选2020年重庆
市高校“十大育人”精品项目，在重
庆及全国职业院校中发挥了示范引领
作用。

把课堂之路走活——
焕新传统课堂 打造创新课堂

把网络之路走新——
占领网络阵地 锻造思政名片

学校是思政教育的“主阵地”。
思政教育要向网络延伸，更要在校园
扎根。为此，重庆工程职院成立思
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三
全育人”工作推进协调会等机制，
做到思政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
同检查、同评估，实现协同协作与
同向同行。

打造校内实践研修基地。2021
年6月，重庆工程职院建成“重温光
辉历程、牢记初心使命”思想政治教
育实践研修基地。该基地是学校创新
思政课实践教学方式、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的有益尝试。

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
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
地，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惊天动地……6个党史主题雕塑
串联起一条历久弥新的“百年奋斗
路”，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党史娓娓
道来。学校组织师生在此开展“沉
浸式”党团课，得到学生的一致点
赞。

建好第二课堂课外实践基地。除
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研修基地，学校
还致力于建好第二课堂课外实践基
地。以学生公寓为依托，整合社团活

动、志愿服务、劳动教育课、文化活
动等场景打造的“第二课堂”，引导
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推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一
站式社区”服务育人项目先后入选重
庆市高校“十大育人”精品项目、国
家教育部门高校思政工作精品项目，
成为学校继网络育人项目后连续交出
的第二份成绩单。

建设专业实习实训育人基地。学
校充分发挥职业院校实践教学优势，
结合专业实习实训室建设，坚持“德
润匠心”理念，先后成立“智造致
远”学风涵养工作室、“经天纬地”
测绘匠心培育基地等，着力将专业实
习实训育人基地打造为思政教育基
地，将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培养高
度融合，培育学生脚踏实地、爱岗敬
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学校立足“三个基地”，大力实
施“三心”工程。“守初心”，引导学
生深入了解“四史”和校史，不忘初
心；“砺决心”，弘扬工匠精神，传承

“乌金精神”，坚定学生技能报国决
心；“强信心”，则坚定跟党走的信
念，强化学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
践。

把校园之路走实——
强化统筹协调 育人春风化雨

把社会之路走广——
培育家国情怀 锤炼大国工匠

▲官微虚拟代言人“工小程”深受师生喜爱，
已成为学校“思政宣传大使”。

▲全国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葛
鑫老师在学校思政教育实践研修基地——“百年
奋斗路”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

▲国家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团队将思政元素
融入专业教学，打造“匠心课堂”，培养“德
技双馨”技术技能人才。

▲与重庆市北碚区天宫村共建“行走的思政
课”实践育人基地，积极打造“田间课堂”，宣
讲乡村振兴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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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重庆工程职院先后建成国家教育
部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团队等国家团队4个。
教师获全国高职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
2项，全国高校思政公开课一等奖、市级思政
课教学能力比赛特等奖和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
特等奖各1项。获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能手、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骨干、
重庆市“最美教师”、五一劳动奖章、教书育
人楷模等荣誉50余项。建成国家课程思政示
范课 1 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金微课”1
门、市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思政课）2门。
入选国家教育部门思政工作精品项目1项、重
庆市高校“十大育人”精品项目2项，入选重
庆市“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培育高校。

学校思政工作案例入选国家教育部门网络
育人优秀案例、全国高职院校思政工作案例等
累计20余项。学校育人成果被主流媒体宣传
报道累计200余篇次，在全国高职高专党委书
记论坛、全国高职高专宣传部长联席会、全国
高校党史教育论坛等会议论坛交流发言20余
次。新疆工程学院、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医科
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300余所市内外本
专科院校来校学习交流，示范辐射效应充分发
挥。▲可爱呆萌的“工小程”系

列代言形象已成为师生喜爱的网
络交流新“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