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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

新学期工作布置会

『二

■ 北京化工大学主办

一五年学生喜爱的大学校长』
○

校报

校长谭天伟院士获评

本报讯 为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以生为本，关
爱学生，丰富大学校园文
化，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中国高等教育协会、中国
青年报于2015年4月到11月
在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中联
合开展了学生喜爱的大学
校长评选活动。经过自主
申报、视频制作、学生网
络投票、资格审查、专家
评审、结果公示等环节共
评选出了48位学生喜爱的
大学校长。我校校长谭天
伟院士获评“2015年学生
喜爱的大学校长”。
2016年1月17日中国
高等教育协会和中国青年
报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
办了“2015年学生喜爱的
大学校长”颁奖典礼暨论
坛活动，中国高等教育协
会和中国青年报相关领导
出席活动并为获奖代表颁
奖。我校学生原创微视频
《校长日记》，以学生的
视角，创新的构思，从科
学研究、治校育人等方
面，表达了学生对校长的
敬爱之情，最终荣获“最
佳原创微视频制作奖”。
（校长办公室、校团
委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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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2016年寒假中层干部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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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冬生副校长率团访问美国六所高校
本报讯 近日，陈冬
生副校长率北京化工大学
代表团先后访问了美国底
特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
学、凯斯西储大学、纽约
州立大学环境科学与林业
学院、伍斯特理工大学和
石溪大学。代表团成员包
括陈冬生副校 长 、 培 训 中
心杨亚栩董事长、国际
教育学院副院长冯江鸿
和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
张亚军。
2月22日上午，代表
团访问了底特律大学，访
问期间召开了双方合作办
学项目“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专业（外方：
机器人与机电系统工程专
业）管理委员会会议和教
学管理委员会会议。代表
团与底特律大学常务副校
长兼教务长Zarkowski教授
等进行了会谈，双方肯定
了过去的成绩，并将继
续细化项目管理和衔接
工作，提高学生培养质
量。代表团还考察了合
作办学专业相关实验室

就定点扶贫工作进行对接

我校与科左中旗

本报讯 3月3日下午，
为落实中央扶贫工作会议
精神及中央单位定点扶贫
工会会议的要求，我校与
定点扶贫接对子单位内蒙
古科尔沁左翼中旗（下
称：科左中旗）领导及相
关部门就新形势下的定点
扶贫工作进行对接，对接
会在我校行政楼228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校长谭
天伟，党委副书记王同
奇，校办主任任钟旗，国
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刘宏
伟，大学科技园管委会办
公室主任张国彬，生命科
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吕杰

和学生宿舍。
2月22日下午，代表团
访问了密歇根州立大学，
与工学院院长Brideis教授、
化学系系主任Maleczka 教
授、Lee教授等进行了交
流。双方就开展学生培养
和科研合作的方式进行了
深入的讨论，约定将增加
教授互访和学术交流，探
索不同层次的学生联合培
养合作。
2月23日代表团访问了
凯斯西储大学，与副校长
（挂职科左中旗副旗长）
出席会议；科左中旗旗委
书记赵布和，党委常委、
旗委办主任孙柏生，党委常
委、副旗长张胜利等部门及
相关企业领导参加会议。
谭校长对科左中旗
旗委书记赵布和一行来访
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
定点扶贫科左中旗的工作
是一项崇高而光荣的政
治任务，我校高度重视
此项工作，在过去的几年
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为今后的
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精
神，年初我校制定了“北
京化工大学定点扶贫工作
‘十三五’规划”，系统
的规划了下一步要做的工
作，我们将充分发挥学校
的人才和科技优势助推科
左中旗完成脱贫任务，谭
校长希望双方继续加强联
系沟通共同把这项崇高的
政治任务完成好，并推上
一个新台阶。
王同奇副书记在会谈
中对赵书记一行的到来表
示欢迎，并希望各部门要
把相关工作根据中央精神
落实好，结合学校特色和
优势把工作落到实处，做
到精准扶贫，特色扶贫，
把我校扶贫工作做出特
色，尤其要把科技和人才
的优势发挥好，把工作做
实，做好。
科左中旗书记赵布
和表示，通过双方多次互
访、实地考察，定点扶贫
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科左将将不断发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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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coff教授、机械系主任高
晓旸教授等进行了座谈。双
方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了共
识：在化工和材料专业开
展博士的联合培养，并加
强教师间的合作；尽快在
生物医学工程、机电工程
专业展开3+1+1本科生联合
培养合作。代表团还了解
了该校本科生创业产业孵
化THINK[BOX]平台，与
我校在该校学习的联合培
养项目学生进行了座谈。
2月24日代表团访问

了纽约州立大学环境科学
与林业学院，访问期间
召开了双方合作办学项目
“生物工程”专业管理委
员会会议和教学管理委员
会会议。代表团和Wheeler
校长、生物工程系Scott主
任、刘世界教授等就学生
到美国之前的准备、项目
管理、教材、教学软硬件
要求等深入交换了意见。
代表团还与我校在该校学
习的联合培养项目学生进
行了座谈。

2月25日代表团访问
了伍斯特理工学院，与
Overstrom教务长、机械人
专业主任Putnam教授、消
防系主任El-Korchi教授、
梁建宇教授、Zeng教授等
进行了座谈，了解了机器
人中心的发展、消防预警
和国际合作项目。代表团
还参观了机器人和防火实
验室，对人型机器人的上
台阶运动等进行了观摩。
该校人型机器人在美国航
空航天局（NASA）举办的
机器人大赛中屡获大奖，
表明该校在这一领域的世
界领先地位。
2月26日代表团访问
了石溪大学。该校是美国
大学协会（AAU）成员联
盟成员之一，是我校“管
理科学与工程”合作办学
项目的合作方，该项目是
经教育部批准授予对方硕
士学位的研究生项目。代
表团和常务副校长兼教务
长Tsirka教授、工学院院
长Sotiropoulos教授、技术
与社会系主任Ferguson教

授、机械系Kao教授、Ge教
授等对项目在招生和培养
等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进
行了充分讨论并取得一致
意见：为保证项目的正常
运行和学生培养质量，该
校将承担起招生、制定培
养计划、选派优秀教师来
华授课、帮助中方教师提
高学术水平的责任，北京
化工大学将按照协议提供
助课教师和相关条件的服
务保障。陈冬生副校长和
杨亚栩董事长还参观了布
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和该
校孵化器中心，并就其立
项、选题、管理、与大学
关系、人员管理等问题交
换了意见。
此次出访增进了我校
与美国相关大学的相互了
解，对我校开展中外合作
办学、在机电、化工、化
学和生命等学科专业与美
国大学进行学生联合培养
和教师科研合作将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机电工
程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教育培训中心 供稿）

李显扬副校长率团访问塔里木大学

本报讯 3月4日，李
显扬副校长一行访问塔里
木大学，并出席北京化工
大学对口支援塔里木大学
工作座谈会。副校长李显
扬，组织部部长甘志华，
国内合作交流处处长何

业优势，和北京化工大学
的人才优势、资源优势相
结合。有效开展脱贫工
作，也希望下一步的脱贫
工作取得更大的突破。与
会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
进一步探讨了下一步的工
作。双方对完成定点扶贫
任务充满信心。
（国内合作交流处 供稿）

雨骏，博士生导师杜洪光
等；塔里木大学党委书记
王选东，党委常委、副校
长孙庆桥，组织部部长张
理，对外交流合作处处长
李志军，生科院党委书记
钟凌风，党政办副主任李
向阳，生科院副院长白红
进等参加座谈。座谈会由
孙庆桥主持。
王选东书记对李显
扬副校长一行的来访表示
热烈欢迎，他对前任援疆
干部陈龙副院长的工作给
予高度评价，对杜洪光教
授来校任职表示欢迎和感
谢。他简要回顾了两校对
口支援工作开展情况，指
出2016年双方要在总结经

验成果的基础上，制定五
年支援工作规划；支援重
心要从学院聚焦到学科专
业，突出重点、增强针对
性；要加强调研和论证，
推进化学化工学院的挂牌
成立；要结合南疆化工矿
产业发展需求，凝练研究
重点和学科方向，推动南
疆化工研究院建设。
李显扬副校长对陈
龙在塔大的工作表现给予
充分肯定，简要介绍了杜
洪光教授的工作经验和经
历。他回顾了两校对口支
援工作情况，指出双方合
作已进入常态化，表示今
后将加强联合科研基金项
目建设，帮助提升塔大教

师的科研能力；结合南疆
化工矿产资源开发需求，
突出科研支撑，促进项目
落地，推进化学化工学院
和南疆化工研究院建设；
要依托教育部西部高层次
人才计划，为塔大培养
“昆仑学者”、“长江学
者”，帮助提升塔大的造
血功能。
组织部部长甘志华介
绍了援疆干部杜洪光同志
基本情况。塔里木大学组
织部部长张理宣读了杜洪
光同志担任生科院党委常
委、副院长的决定。杜洪
光表示会结合自己在学院
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
的经历和经验，充分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为促进生
科院发展和推动两校交流
合作牵好线、搭好桥。
双方围绕化学化工学
院挂牌成立、南疆化工研
究院建设、联合申报承担
科研项目、联合培养研究
生，以及如何用好兼职客
座教授、深化学院间双向
交流、强化科研合作促进
成果转化等方面，交流探
讨了2016年对口支援工作
目标和思路。
会后，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甘志华教
授为塔里木大学师生作了
题为“生物相容高分子材
料的结构调控及抗肿瘤应
用研究”的精彩报告。
（国内合作交流处 撰
稿| 赵双喜 摄影）

魏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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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

邢辉燕姐姐信箱
yanjiexinxiang@126.com

一五年度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工作一等奖

关 注 抑郁

春季

寒来暑往，秋去春
来，不知什么时候食堂前
的玉兰已经含苞待放了，
春天已经向我们走近了。
通常而言，春季万物复
苏，一切都欣欣向荣，连
人的心情也变得轻松。但
是由于各种原因，春天却
是抑郁症的高发季节。
抑郁症是一种很常
见的心理问题，对人的身
体、思维、感受、行为都
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导致
抑郁症的具体原因目前尚
不十分明确，但是研究表
明，气候变化对抑郁症有
一定的影响；另外，当一
个人长期处于较大的压力
状态，或者遇到重大突发
事件、家庭变故、生活中
出现重大挫折后易产生抑
郁症。
抑郁症有哪些表现
呢？
首先是大多数时间
里都感觉情绪很低落，很

个人代表吴一弦等八名老
师先后发言。她们在发言
中都为自己当选为“巾帼
建功”先进个人而感到自
豪。在回顾自己立足本
职、不断进取的经历时，
她们表示，成绩的取得主
要得益于学校为女教职工
提供的大有作为的舞台、
学校长期以来形成的团结
务实严谨的作风以及周围
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并表

示要坚持终身学习，不断
提高素养。与会老师还对
学校教学、科研等方面提
出了建议。
校党委王芳书记代表
学校向到会的女同志和全
校女教职工致以节日的祝
贺，向全校女教职工为学
校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感谢。她指出，学校的发
展离不开女教职工们的辛
勤耕耘，女教师不仅承担

无助，对大多数的事情都
没有兴趣，即使是以前很
感兴趣的事情现在也提
不起兴趣来，感觉“没
意思”。思维比较缓慢，
集中注意力比较困难，记
忆力也下降；很多人食欲
也下降，不仅找不到“吃
货”对美食向往的那种感
觉，甚至根本找不到自己
想吃的，因而体重也开始
下降。睡眠不好，难以入
睡或早醒。有的人甚至反
复出现活着没意思、没希
望的念头，反复出现自杀
的想法。
出现抑郁症状并不
等于患了抑郁症，偶尔出
现疲劳、食欲下降、对未
来没有信心并不是患了抑
郁症，抑郁症是很难通过
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
题，改变自己的状态的。
抑郁症有专业的评估诊
断方法，但是过去两周内
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里，出
现了上述症状中的几条，
一定要意识到可能自己的
“心理”生病了，这可能是
抑郁症的表现，应尽快向
心理咨询或精神科专业人
士寻求帮助。（邢辉燕）

谭天伟校长率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成员视察新校区

【案情介绍】
2010年10月16，某县
妇幼保健院与章某签订
《租房协议书》，将自己
拥有的一处楼盘租给章
某，双方约定租期自2011
年10月17日至拆迁时止，
年租金为20000元。章某承
租后，将一楼临街处一间

本报讯 1月26日上午，
谭天伟校长率新校区建设
领导小组成员党委副书记
兼副校长任新钢、副校长
李显扬、总会计师查道林

着家庭责任，还在社会及
学校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
角色，希望大家要珍惜教
师这一崇高的职业，要像
灿烂的阳光一样充满正能
量，为学校创新人才培养
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做出
更大的贡献，同时要珍重
自己，保持良好心态和身
心健康，愉快地工作，幸
福地生活。
（校工会 供稿）

○

本报讯 3月8日下午，
我校举行了庆祝“三八”
节暨“巾帼建功”表彰
会。我校党委书记王芳、
副校长李显扬出席会议，
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
党支部）书记、各分工
会主席、2014、2015年度
“巾帼建功”先进个人共
40余人参会。会议由副校
长李显扬主持。
表彰会上，副校长李
显扬首先向在场女教职工
表达了节日的诚挚问候。
他指出，我校女教职工无
论在教学、科研、管理、
服务还是其他不同岗位上
都真正发挥了“半边天”
作用，致以崇高的敬意和
衷心的感谢。
吴一弦老师获得北京
市“三八红旗手”荣誉称
号。包雨云等26名老师获
得我校“巾帼建功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校党委书
记王芳、副校长李显扬为
她们颁发了荣誉证书。
颁奖结束后，先进

二

庆祝“三八”节暨“巾帼建功”表彰会

本报讯 在2015年度
BALIS(北京地区高校图书
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馆际
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工作
年度成绩评估中，我校图
书馆馆际互借工作总分排
名全北京高校第5名，文献
传递工作总分排第8名，
并荣获“BALIS馆际互借
服务先进集体一等奖”、
“BALIS原文传递服务先进
集体奖”(一等奖)。
BALIS是目前北京市
最大的图书馆区域联盟，
也是北京地区高等教育公
共服务体系之一。BALIS
代替了传统的馆与馆之间
的互借业务，通过集中管
理和分散服务相结合的方
式，为北京各高校的教学
和科研工作提供文献保
障。BALIS目前拥有90家签
约成员馆，我校图书馆是
第一批成员馆（2007年签
约）。BALIS各成员馆拥有
颇具特色的丰富馆藏，可
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
需求。近年来，BALIS馆
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取
得了不错的成绩，注册用
户不断增多，业务量年年
攀升。
（图书馆 供稿）

我校图书馆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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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视察了新校区。
谭天伟校长一行先
后对体育馆、图书馆、第
一教学楼和第一实验楼的
施工现场进行了实地视

察，慰问了严寒天气仍坚
持施工的各总包单位施工
人员。李新军总指挥就项
目施工进展情况、进度安
排、质量把控、安全管

擅自转租时出租人解约权的行使限制
房屋转租给沈某，租期从
2012年11月20日起至2014
年6月30日止。合同履行
期间，章某均按约支付租
金。因按承租协议约定，
妇幼保健院在该出租楼房
处尚留有两间房屋作为储
藏间自用，妇幼保健院就
不时派人来领取物品，并
于2012年底知晓章某将部
分房屋转租于他人，且未
提出异议。2014年初，妇
幼保健院向法院提起诉

讼，认为章某将房屋转租
于他人的行为已违反《合
同法》规定，请求法院解
除其与章某之间的租赁合
同，判令章某迁出该承租房
屋。请问：妇幼保健院的请
求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
【法博士解析】
《合同法》第224条
第2款规定：“承租人未
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
租人可以解除合同。”但
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16条第1款
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
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
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
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
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本案中，虽
然章某的转租
行为没有得到
妇幼保健院的

邮政编码:100029

同意，但是妇幼保健院于
2012年底就已知晓章某的
转租行为，且在2014年初
起诉之前一直未提出任何
异议，由此，妇幼保健院
以章某转租未经其同意为
由请求解除租赁合同，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
执笔人：孔 涵
审查人：陈传法

法博士专栏

本版责编、版式/徐宇涵
通讯地址:北三环东路15号12号信箱

理、施工难点及下一步工
作计划做了详细的介绍。
各总包单位领导、项目经
理也介绍了施工组织管理
情况、劳务休假安排及工
资发放情况。
在视察完单体项目
施工现场后，谭天伟校长
主持召开了新校区建设领
导小组现场会议，专题研
究了单体项目总承包、专
业分包及监理招标有关问
题。最后，谭校长强调，
新校区建设关乎学校未来
的发展，在建设过程中一
定要科学管理、保证质
量、确保安全、控制投
资，实现按期投入使用，
将新校区建设成为设施先
进、功能齐全、低碳节能
的现代化校园。（新校区
建设指挥部 供稿）

张弘鹏

魏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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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领导慰问我校寒假留校学生

校长助理宋来新详细
介绍了2016年我校寒假留
校学生的整体情况及留校
学生活动的工作安排。座
谈会上，留校学生代表介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
下发的《学位证书和学位

授予信息管理办法》（学
位[2015]18号）：“自2016
年1月1日起，学位证书均

由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
计、印制。”，高扬师生
爱校热情，抒发校友母校

绍了自己留校的原因及寒
假的学习和生活安排，对
寒假期间学校在各方面的
保障和关怀工作表示了衷
心的感谢，非常高兴学校

新版学位证书发布

华委员一行表示热烈的欢
迎，向各级领导对我校寒
假留校学生的关怀和对学
校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并表示欢迎同学们留校过
年，希望同学们能够度过
一个愉快的假期。
会上，陈江华委员
代表市委教育工委、市教
委表达了对于同学们的关
心，希望同学们珍惜在学
校生活的每一天，刻苦学
习，认真实践，将来回馈
社会和学校；同时充分肯
定了我校为寒假留校学生
所做的各项工作。最后，
陈江华委员还特别强调同
学们要注意假期安全，并
代表市委教育工委、市教
委向我校留校学生及全体
教职员工送上了节日的问
候和祝福。

北京化工大学自主设计

本报讯 2月2日下午，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
员会委员陈江华一行走访
我校看望寒假留校学生，
并与学生进行座谈，带来
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的
亲切关怀和新春祝福。党
委书记王芳，校长助理宋
来新，学生工作办公室、
研究生工作部、后勤服务
集团及部分学院学生工作
负责人参加会议。
王芳书记和陈江华
委员参观了学生假期的活
动场所以及专为留校学生
开辟的“家在北化”阅览
室，视察了为了方便同学
们寒假看电影和观看春节
晚会，学校赶工安装的
LED大屏幕。
座谈会上，党委书记
王芳首先代表学校对陈江

学校举行

安排了这么丰富多彩的活
动，还表达了在校感受到
了家的温暖的喜悦心情。
随后，陈江华委员和王芳
书记为同学们赠送图书、

新春礼包和电话充值卡，
勉励同学们在假期间珍惜
时光，充实自己并和家人
常联系。
今年寒假期间，我
校四百余名学生因就业实
习、复习备考、培训学
习、勤工助学、社会实践
等原因留校。为确保让留
校学生度过一个温馨、愉
快的春节，学生工作办公
室以“家在北化 情暖校
园”为主题，针对留校学
生个性化成长需要，设
计了六大类、14项特色活
动，即有文体娱乐又有能
力提升，受到留校同学的
一致欢迎。虽 然 远 离 家
乡，同学们在校园里也
能体会到年的味道、家
的温暖。
（学生工作办公室 供稿）

情怀，学校研究生院学位
办制定了学位证书自主设
计工作方案。依照工作方
案，学位办于2015年10月8
日发起北京化工大学学位
证书创意设计方案公开征
集活动。
依据庄重典雅，简洁
大方，北化标识性元素突
出三项基本设计原则，经
专家评审组无记名投票，
评选出优秀设计奖一项
（材研1408班贾龙飞），
优秀设计入围奖三项（能
源1203班杨奕菲、机研
1503班吴香君、设计1303
班孙震）。在此基础上，
学位办聘请我校产品设计
专业周小儒教授和张扬老
师，文法学院唐帼丽教授
以及材料学院张晓丰教
授，组成学位证书自主设
计定稿小组，依据学校办

学精神和办学理念，在学
生优秀创意设计基础上，
对设计方案进行了理念阐
释与审美论证，提出了体
现学校学位证书自主设计
思想与风格之方案构想，
交由我校产品设计专业张
扬老师完成定稿设计。
定 稿 设计由校学位委
员会审议，并经校长办公
会讨论通过，最终确定为北
京化工大学学位证书完成
稿。学位证书定稿的设计主
要分为证书内芯和证书封
套两个部分，设计整体取
材于北化元素，又与传统
元素相结合，既具北化特
色，又富传统文化内涵，
充满文化象征寓意。它是
一份对莘莘学子的激励，
也是对毕业生的祝福，是
留给北化学子一生的珍贵
记忆。（研究生院 供稿）

“青春故事与梦想——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微电影活动展示表彰会
本报讯 1月15日晚，我
校在北校区举行“青春故
事与梦想——我为核心价
值观代言”微电影活动展
示表彰会。校党委副书记
兼副校长任新钢、校长助
理宋来新，马院常务副院
长兼党总支书记张馨、教
务处副处长张凤元、学工
办副主任付国柱、校团委
书记丁贞栋以及马院全体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北
区辅导员、各获奖学生团
队出席了活动。活动由马
院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翟
俊刚、高洁担任主持。
本次微电影活动首
次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学
工办、团委、北区办、宣
传部、教务处等多个部门
协作，覆盖233个班级共
计7000余名一二年级本科
生，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整
合了本科生四门思想政治
理论课，它贴近学生、贴
近实际、贴近生活，学生
自主策划、拍摄、制作微
电影作品，通过 “北化
马院”微信公众平台对微
电影进行了集中展示、广
泛宣传，经过了启动、初
审、复审、网上投票等环
节，为期近3个月，共收到
203部作品，最终评选出金
奖2部、银奖5部、铜奖10
部、优秀奖19部、最佳单
项奖9个。活动全方位营造
了积极向上的思想政治教
育氛围，借助全媒体时代
微电影载体引导弘扬正能
量，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感染力和渗透力。
在精彩的获奖微电
影作品的展播中，表彰会
正式拉开帷幕。与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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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获奖作品、学生
以及优秀指导教师进行了
颁奖。主持人现场对金奖
获奖团队、获最佳单项奖
的学生和优秀指导教师代
表分别进行了访谈。获奖
学生纷纷表达了对创作团
队和指导教师的感谢和支
持，微电影的创作离不开
团队合力和教师的帮助、
指导，团队成员分工合
作，紧密配合，增强了交
际能力、表达能力和合作
意识。金奖作品《赤子之
心》讲述了高材学生吴思
华本人爱国从军的真实故
事，体现了当代大学生的
责任与使命；金奖作品
《母语》通过全英文语境
拍摄，反映了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
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
突，表达了当代大学生对

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关系
的深刻反思。他们表示，
通过参与微电影活动，加
深了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理解，对国情和社会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进一步明
确了个人价值和发展目
标，并坚定了要用所学回
报社会，为祖国繁荣发展
的伟大实践做出贡献的信
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蔡永海和乔瑾作为优秀指
导教师代表在采访中充分
肯定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团队精神和实践能力，为
获奖作品和个人表示衷心
的祝贺。
会上，校党委副书记
兼副校长任新钢、校长助
理宋来新、马院常务副院
长兼党总支书记张馨共同
为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践教学研究中心揭牌。校

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任新
钢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
先代表学校党政领导对获
奖作品和学生表示热烈祝
贺，向所有指导教师表示
衷心感谢，对所有参与活
动的师生和工作人员表示
崇高的敬意。他指出，本
次微电影活动是学校建立
大思政、大教育体系的一
次实践，是学校培养学生
五种意识、六种能力、实
现三个转变和三位一体人
才培养理念的重要体现，
是学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积极有效举措。
这次微电影活动在推进理
论课教学改革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第一，它促进
学生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知
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有利于逐步实现课程结果
考核向结果考核与过程考

核结合转变；第二，它注
重凸显理论教学与实践教
学相结合，实现第一课堂
教学、第二课堂实践、第
三课堂网络课堂的结合，
努力实现课 内 教 学 向 课 内
与课外教学相结合的转
变；第三，它促进学校
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相
结合，努力实现教向学
的转变。
今后，学校将进一步
依托微电影活动平台，不
断健全机制，积极推进思
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
革，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
氛围，增强思想政治教育
实效性。让我们用无悔青
春讲述人生绚丽故事、实
现美丽“中国梦”，做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
践行者！
（马克思主义学院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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