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荫 2018 年

·制定《复旦大学课程思政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召开复旦大学课程思政建设现场交流推进会

·深入推进“三十百加一（医）”示范工程

课程门门有思政 教师人人讲育人

我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向全校教师发出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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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25 日上午，

“非物质文化遗产导论”课程开

始前，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高级实

验师俞蕙和同学们一起走进了

教室。与她一起来到课堂的还有

文博系副教授潘碧华、副研究馆

员麻赛萍和来自国际文化交流

学院等院系的几位老师。

这门课程由文博系教授吕

静主讲，是文博系学生的一门专

业必修课，也是我校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之一。最近，我校把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28 日面向全校教

师公开的 42 门来自各院系的课

程思政示范课程发布在教务处

网站上，并向全校教师发出邀

请，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观摩交

流，共同推动课程思政建设提质

增效。

我校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开展“三全育人

我当先”实践活动，以党员教师

为主体开展“四个一”活动：组织

一次专题学习、积极参与一堂课

程思政示范课程公开课、与学生

进行一次面对面互动交流、开展

一次主题党日活动。开展课程思

政公开课观摩交流活动，就是要

通过示范带动、实战指导，不断

提升教师课程育人的意识和能

力。

“从豆腐的世界性传播，感

受中华民族生活中的智慧。能感

受到学生在听课时是非常专心

且充满兴趣的。”俞蕙对吕静在

课上讲授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介

绍豆腐制作技艺印象深刻。吕静

告诉学生们，豆腐的制作原料大

豆，是国际公认的中国原产谷

物，并且利用考古发现、历史文

献将大豆及豆腐制作的悠久历

史娓娓道来，帮助学生了解豆腐

制作的基本工序，体会这一常见

事物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价

值，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文化的流

传。

而学生们展示的以二十四

节气为主题的创意表达作业则

让俞蕙更感意外，不仅有扇子、

荷包、缠花，甚至还有主题餐厅。

“学生有很强的参与度，结合自

己的创意，以各种形式表达对于

二十四节气的理解，这种形式激

发着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开设纸质文物修复课程的

俞蕙在听了吕静的课程后，更

感到课程讲授要“教”与“学”紧

密结合，努力以各种形式启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典型生动

的案例引导学生，“让新时代年

轻人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与丰富内涵，从心底

里认同我们中华民族的古代智

慧，激发学生对于国家民族的自

豪感。”

航空航天系教授倪玉山则

在 10 月 30 日下午走进了航空

航天系教授孙刚的“航空航天技

术发展导论”课堂。屏幕上，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上的飞机

方队又一次点燃了听课的学生

们。围绕“中国商用飞机及航空

经济的发展”这一主题，孙刚从

商用飞机的地位及发展史、中国

商用飞机的发展及创新、新时代

航空人的使命、航空经济的重要

性、未来中国民航事业发展展望

五个方面逐一阐述。

听了孙刚的课，倪玉山对于

理科教学如何融入思政教育有

了新的思考：“我们理工科在专

业教育中融入爱国元素，其实也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在相

关领域近几年的发展成就是值

得重点介绍的。”

“文科课程好理解，但理工

医科 课程， 怎么搞 课程 思 政

呢？”化学系副教授刘瑞婷有这

样的疑问。在 11 月 1 日下午的

“健康与护理”课上，她听到护

理学院教授袁长蓉以护理学科

的发展史为切入点，引出了护理

学科的三重角色：“护理教育的

践行者”“护理科研的推动者”

“护理学术的传播者”，并以案

例 引导 学生做“有 温度的 护

理”，倾听患者的声音，成为具

有国际视野、未来眼光、人类情

怀、家国大义的时代新人。

“可能有的学生一开始对自

己的定位也不是很准，而这样的

课，能够帮助学生对专业有更全

面的了解，对自己的成长有更明

确的规划。”刘瑞婷深感，思想政

治教育不是把一些理论生搬硬

套到课程中去，而是自然流露、

潜移默化，“不需要跟学生去点

明，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思想，学

生会从你的引导中感悟到一种

价值的力量，而这是需要教师不

断去挖掘的。” 文 / 宗和

课堂教学是育人的主渠道、主阵地。近年来，特别是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以来，我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全员、全
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的学校大思政工作格局下深入推进课程思
政教育教学改革，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堂教学全过程，
确保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体现“国家意识、人文情
怀、科学精神、专业素养、国际视野”的复旦育人特色，实现价值引领、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全面提升育人质量，努力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目前学校课程思政建设已做到两个“全覆盖”：一是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覆盖所有院系专业，全校在建近 300门；二是课程思政示范
专业试点覆盖所有哲学社会科学院系，同时从信息学院与化学系开
始向理工科专业逐步推进。学校医学教育形成“1+2+9+50”（1门示
范课、2门导论、9门核心课、50门人文医学课程）的人文医学课程体
系，以“课程建设-实践基地-理论教材”三位一体推进医学整体思
政。

复旦大学课程思政建设整体情况

荫 2017 年

·入选“上海市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

整体试点学校”

·建设首批 46 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荫 2019 年

·学校入选首批“三全、

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

校

·发布《复旦大学课程

思政攻坚行动计划实

施方案》开展六个方面

的攻坚行动

·获上海市高校课程思

政改革“整体领航校”

称号

课程思政示范专业试点覆盖所有哲学
社会科学院系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覆盖所有院系专业荫
荫

看需求、悟变化、讲担当我校 2019 年学生暑期实践分享会举行

本报讯 11 月 8 日， 我校

2019 年学生暑期实践分享会举

行，校党委书记焦扬出席活动并

讲话，学校相关部处主要负责

人，院系党委副书记代表、分团

委书记和学生代表参加本次实

践分享会。

为庆祝新 中国成 立 70 周

年，今年暑期学校鼓励学生以

“我和我的祖国”为主线，围绕服

务国家地区发展、关注社情民

生、热情投身公益、感悟中国变

化等方面，通过对重点行业、基

层社会、政府机关开展探访调

研、志愿服务、实习实践等活动，

深刻体会新中国七十年的变化

成就。

焦扬在讲话中强调，重视在

实践中培养人才是我校的优良

传统，学校专门把“实践育人的

体系建设和质量提升”作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12 个调研课题之一。接下来，学

校将结合主题教育整改落实和

“三全育人”第二批攻关项目等

工作，制定出台实践育人三年行

动计划，把主题教育调研中发现

的问题和不足切实转化为实践

育人迈上新台阶的实际行动和

具体措施。

她表示，学校将进一步抓好

实践育人体系建设，建立由分管

校领导牵头的实践育人全校协

作工作机制，结合思政课、通识

教育课、专业课的教学，结合学

生党建、专业教学、田野调查、服

务社会、生涯教育，让实践覆盖

校内外、国内外的教育场景和育

人环节；抓好实践内容体系建

设，着重发展实践教学、国情考

察、劳动实践、志愿公益这四类

基础性实践项目，布局创新创业

和海外实践两类提升性实践项

目，增强实践内容的系统性、覆

盖面和创造力；抓好平台支撑体

系建设，建立共建、共管、共享的

实践基地运营制度，进行精细化

的资源管理；抓好政策保障体系

建设，切实用好导向、评价和激

励的指挥棒，打通育人“最后一

公里”的阻点、堵点和痛点，激发

师生参与实践的主体性、能动

性、创造性。

“同学们，学校正带着师生

的期盼，着力打造一个机制更加

有效、体系更加完整、资源更加

充裕、评价更加成熟的实践育人

体系！”焦扬希望，同学们能通过

实践，坚定理想信念的“总开

关”；厚植家国情怀的“生命线”；

掌握认识世界的“金钥匙”；增强

砥砺成才的“真本领”。她希望全

校师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

历练成长，在实践中笃志笃行，

在新的起点上让实践育人更加

生动活泼，每一位师生都增强服

务祖国、服务人民、服务人类的

志向和本领。

会议表彰了暑期社会实践

十佳项目。来自校内各院系的师

生代表从“看需求，扎根中国大

地”、“悟变化，感受奋斗力量”、

“讲担当，肩负时代责任”三个板

块分享实践过程和体会心得。

“身边事、城市魂、家国情”“支教

点亮未来”“脱贫攻坚热土上的行

走与思考”“深入大湾区，感受中

国脉搏”“学长的口述帮我找到人

生答案”“领略祖国变化，助力乡

村振兴—港澳青年在行动”“中国

芯动力”“行走在大山深处的白衣

天使”“让爱国奋斗成为志愿服务

的鲜亮底色”……多元的主题展

示了彼此的丰富实践收获。

据悉，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全国教育大会、学校思政课

教师座谈会精神，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

全面深化实践育人，加强和改进

实践育人工作，把立德树人要求

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自 2017

年以来，我校积极搭建大学生社

会实践平台，以“看需求、悟变

化、讲担当”为主题，组织师生开

展多层次实践活动，不断提升实

践育人效能。

“看需求，悟变化，讲担当”

主题社会实践开展两年以来，逐

步形成实践教学、国情考察、劳

动实践、志愿公益、创新创业、海

外实践共 6 大类型的实践育人

项目，复旦师生积极投身社会实

践，参与人数达 27400 人次。通

过学思践悟，让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师生心

中落地生根，引导师生扎根祖国

大地了解国情民情，体会、去思

考实际问题，培养问题意识和实

践经验，为祖国的繁荣贡献出自

己的一份力量。 文 / 祁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