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务处第一、第二党支部和校医院党支部 10 月 28 日至 31
日联合在四个校区开展主题为“后勤服务面对面，沟通交流心贴
心”的党员志愿服务活动，设立展台介绍总务后勤相关服务信息、
受理业务咨询以及服务意见建议征询。38 位党员以及所属服务
企业 17位党员代表参与，咨询人数达一千五百余人。经统计，四
校区共收集各类意见和建议 358条，总务处将会对收集的每条问
题一一进行落实整改，能马上解决的做到即知即改，对需要时间
才能解决的排出日程计划，非职能范围的意见也帮助转达到其他
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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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绎绎绎绎

我 们 支 部 现 有 党 员 14
名。另有研究生党支部，党员

22 人。我系承担的“系统解剖

学”、“局部解剖学”、“组织学

和胚胎学”等课程教学，授课

对象包括所有医学专业的本
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是医学

院教学任务最为繁重的系室

之一。如何改进教学方法，提

高教学效果，端正师德师风，

融合思政教育，发挥基层党支
部的“生命线”及党员模范带
头作用，达到教书育人的目
的，是党支部以及我们每个党

员面前的现实问题。在学校、

学院党委的支持下，我支部开
展了基于专业知识和立德树
人相结合的教学活动，在课堂
主战场中发挥育人作用。

坚持教学改革，创新教学

手段，不断提升教书育人能
力，铸师德。

解剖学教学多是以理论讲
授为主，辅以实验操作，它对

于学生掌握相关知识有一定

帮助，但是难以培养学生针对
临床问题的分析能力和创新
性解决能力。我们开展基于临

床应用的解剖学教学改革。
在系统解剖学教学中，我

们梳理解剖学在临床疾病诊

治上的主要知识点后，邀请临

床专家开展系列讲座，使学生

较早通过具体病例来了解临

床，加深对解剖知识的理解，提
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在局部解剖学教学中，我

们将部分常见病的手术入路引
入教学，即由外科专家在标本
上进行相关手术的层次解剖示
范，然后同学们在实验标本上
进行模拟手术操作。学生通过

对一些经典手术入路的学习和
操作，了解解剖在临床手术中
的价值，提高了学习兴趣。

我们邀请授课的临床专家
都是经过认真选择，达到德艺

双馨的标准，要求他们不仅讲

解剖知识在临床中的应用，更

要结合每位专家自身成长的经

历，分享面对病人要常怀感恩
之心、仁爱之心。

坚持立德树人理念，培养
学生人文情怀，立医德。

医学生的培养不仅要使其
具备高超的技术，更要有医者

仁心，做一个有温度的医生。解
剖学教学环境独一无二：实验
对象是人体整体标本；固定标
本的甲醛会产生刺鼻的气味；

实验操作需要团队合作；各组
的实验结果有共性，也有个性。

基于此，我们穿插一些基于本
学科特征的医学人文思政教育
的理念，进行以下教学设计：

首先将人体整
体标本称为“无言良师”，尊称

他们是不说话的老师。第一次

课举行献花、默哀仪式，课程结
束后，每位同学写一篇致“无言
良师”的信，表达感激之情。教
育学生尊重、爱惜遗体标本，懂

得是这些捐献者的无私奉献才

有我们学习的机会，从而进一
步理解是一个个病人的付出，

才有我们医疗技术的提高；

人有生就
有死，要尊重生命、敬畏生命。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度过一个

有意义的人生则是无限的，奋

斗的人生是幸福的；

整个教学

过程要求大家保持严肃认真的
态度，每一步操作要像对待病
人那样严谨、仔细、负责，一丝

不苟；

实验
课操作模拟临床手术的分工，大
家轮流担任主刀、助手、理论指
导、卫生保障巡回等岗位，当实

验结果出现一些变异时，邀请大
家共同来观察、分享，提高对解
剖知识的认识。

我们组织本系研究生党支
部的同学作为志愿
者，依托校人体科学

馆内展示出来的标本和前辈们
留下的文物，为参观者讲述解

剖学系的发展历史、系老一辈
学者创业的艰辛和无私奉献的
精神；讲述医学的学习不仅是
知识的学习，更多的是要学会
医学中的仁爱、友善和责任心。

通过这些活动，将人文素

养教育贯穿于日常教学活动，

达到润物细无声作用。
党建创新活动取得的教学

成果及感悟。

结合本专业特色进行三全
育人工作，改变传统的教学方

法，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一开始老师们并不理解，我们
就从党员老师开始、从我做起，
先做示范，探索实现路径，待教
学效果得到同学们肯定、欢迎

后，再全面推开，可以说党支部

及党员老师发挥了关键和带头
作用。

通过努力、坚持，几年来，
我们也取得了一点成果，如：党
员老师作为主编出版教材 3

部，作为负责人承担国家级教
研课题 2 项、国家精品资源共
享课程 1 门，上海市精品课程、

全英文建设课程 3 门，上海市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1 门。

承担校级教研课题 4 项，院级

教研课题 6 项，以第一作者在
核心杂志上发表教研论文 6
篇。党支部 2019 年承担上海市

教卫党委系统党建研究会课题
1 项。支部党员教师还多次参
加上海市教委、中国解剖学

会、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
组织的教学比赛，宣传以上教
学理念，先后荣获 2016 年第
二届上海市高校青年教师教
学竞赛一等奖 1 项；2018 年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第一届
“课程思政”案例大赛二等奖 2
项；2017 年首届东方医学教育

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 1 项等。

后勤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外文学院深入调研推进整改
外文学院党委在与 2019 级翻译硕士的座谈中，听取了关

于校外住宿、交通通勤、课程安排、课程内容、出国交流、学院教学
设施管理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在与毕业班本科生代表的座谈中，
听取了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生涯规划、海外交流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将进一步梳理调研中师生反映的热点、难
点问题，摸清实情，分析症结，研究举措，建立台账，认认真真抓好
整改，扎扎实实推进落实。

现代物理研究所党员实地回顾抗战史
现代物理研究所组织教师党员 10月 17日前往上海淞沪抗战

纪念公园参观学习。通过参观，教师党员对八一三淞沪会战历史原
貌有了更为直观和全面的认识，表示要牢记国家和民族经历的苦
难，牢记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初
心，牢记教师在国家科研发展、教书育人事业中肩负的重要使命。

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课堂教学是主渠道
信息学院开展主题教育专题学习 探索新工科背景下的课程思政建设

专业知识教学和立德树人相结合
创新党建育人新形式

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党支部书记 李文生

纯粹的工科课程能不能融

入思政内容？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电子工程系《模拟电子学基础》

课程的主讲教师尹建君的探索答

案是：能！这门课程每年选课人数

达 500~600 人，由 9 位老师共同

开课。他们的做法是结合时事热

点和自身经历，以真实案例激起

学生的兴趣和共鸣，激发学生的

爱国热情、使命感和责任感。

电子工程系教职工党支部

10 月 30 日举行主题教育专题学

习会，聚焦探讨“新工科背景下如

何开展课程思政建设”。胡波是

“电子信息类”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的负责人，也是《计算机系统结

构》课程的主讲教师之一。他的

体会是，课程思政应该通过身边

的人和事，自然融入专业课程教

学中，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了解

学科发展的历史、科学家的批判

和创新精神，了解国家、学校在这

些领域的贡献和存在的问题，激

发学生的研究兴趣和责任担当。

《计算机体系结构》课程是为加强

电子类专业学生的计算机原理知

识而开设的，覆盖了电子信息卓

越工程师班和新设立的“智能科

学与技术”新工科专业，该课程在

讲述计算机发展历史时，授课团

队特意介绍了学校在上世纪 60

年代成功研制“602”计算机的历

史，强烈激发了学生对学校的认

同感和自豪感。《电子系统设计》

是一门实验课程，课程主讲人之

一孙璎竑说，在理论知识学习阶

段，同样是导入经典案例，但寻找

不同的切入点。比如在讲述电子

系统设计概论时，介绍国产手机

的案例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

使命感；在讲述微处理器子系统

时，引入 602 电子数字计算机，融

入了校史教育，展现了老一辈复

旦人的团结协作、勤奋刻苦的复

旦精神。在实验阶段，因为课程同

时为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做培训

准备，所以向学生展示实验室原

有的电子系统作品，让学生有具

体的感受，此外，课程还邀请年长

教师进行经验分享，增加学生的

专业认同感，使学生更加热爱科

学，坚定科技报国的目标。

作为工科院系，信息学院积

极探索具有复旦特色的新工科教

育模式，将新工科教育和思想政

治教育有机融合，建设“1+2+15”

新工科课程思政体系，从教师认

同感、课堂内容设计和评价体系

三个方面加强课程思政内涵建

设。学院党委副书记黄芳作为

《信息科学技术的创新创业与发

展》课程的教师代表分享了课程

思政中关于教学环节设计的思

考。这门课面向全校本科生开

设，在专家讲座、企业参访和实

践活动等各个环节中，通过邀请

资深教授作前沿趋势报告、感受

企业氛围、共同完成游戏任务等

精心设计的内容，巧妙地融入思

政元素。

探讨中，大家一致认为，在

“新工科”背景下推进课程思政，

课堂教学是主渠道，将思政元素

融入课程教学，实现知识传授与

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推进“三

全育人”综合改革，发挥教师的

引路人角色，培养出具有“工匠

精神”的新工科人才，是新时代

教师的重要使命。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每一个

教学环节，选取接地气、实实在

在的数据和事例教育引导学生，

让思政教育真正做到润物无声

地贯穿教学全过程。 文 / 张 婷

三全育人我当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