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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女老师带的班，文化课成绩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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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高度的人生，走不远；没有深度的人生，
太肤浅；没有宽度的人生，太狭隘；没有温度的人
生，太悲凉。希望全体东华理工学子始终秉承“敦
本务实、崇义奉公”校训，弘扬“明德厚学、爱国荣
校”校风，以实际行动诠释核军工精神，磨砺“四
度”人生，飞扬青春风采。

第一，提升思想高度，做志存高远的人。你们
是新时代的“后浪”，要以远大抱负激扬青春活力，
把人生价值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事业之
中。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铸就对民族对
国家的使命感，对社会对他人的使命感，对职业对
学科的使命感。其次要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如
此，站位才能高，眼界才能宽，心胸才能阔，才能始
终坚持初心和使命，身处顺境不骄傲不浮躁，身处
逆境不消沉不动摇。

第二，挖掘学业深度，做勤奋专精的人。专业
深度决定了我们在某一领域能取得多大成就，不
断扩大钻研专业的深度也是我们最好的人生逆袭
武器。首先求学要专注。求学之道，贵在专注。
春蚕有废寝忘食的专注，才会有破茧成蝶的涅槃；
溪水有勇往直前的专注，才能汇成浩瀚无边的海
洋；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有献身防护工程科技
攻关的专注，才能取得在军事工程方面的卓著功
勋。其次求知要勤奋。“业精于勤，荒于嬉”。大凡
学有所成者，都需要付出艰辛与汗水。勤奋严谨、
求实创新，是一代代东华理工学子成就事业最重
要的基本功和品格修养。

第三，拓展知识宽度，做博学多思的人。除了
要精通自己的专业，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相近的知
识和技能外，还要不断拓宽知识领域，建立起宽厚
的知识结构。一是要多读书、读好书。读书能拓展
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心灵。多读历史，读史明
智，鉴往知来；多读文学经典，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乐
趣，读懂人生；多读哲学，明辨是非，提高修养。二
是要关注时事，关注生活。有助于我们拓宽眼界，
着眼大局。身在校园，心系天下，希望同学们能积
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大学生活，增强集体意
识与责任意识，提高我们的人际交往能力。

第四，增强为人温度，做涵养有礼的人。世上
万物，无温不生；人间万事，无温难和。做人有温
度，为人有暖意，才会人见人爱，成为一个有温度
有涵养的人，首先，要独立也要合群。大学生活是
独立的，也是群体的。大学生要学会独立生活、独
立学习、独立思考，同时也不能离群索居，要融入
集体，适应集体生活。其次，要尊重自我更要尊重
他人。尊重同学、朋友的隐私，不八卦，不散布，你
就赢得了信任；尊重师长、亲人的关心，不厌烦，不
抵触，你就懂得了感恩。

（东华理工大学校长 孙占学）

与新生话成长

一不留神
她成了“风一样的女子”

每次下课铃响，杭州风帆中学 806班班主任苏芷嫣就
会提前准备好，从教学楼1楼的体育组办公室出门，半分钟
后，她就小跑着出现在 4 楼 806 班教室门口。她笑着说：

“不跑不行啊，处理班级事务必须讲时效性，下课只有10分
钟，同学们还需要2分钟做课前准备，如果我要和某个同学
沟通，只能靠抓紧爬楼梯，挤出5分钟。”

在学生眼中，苏老师大概率是全校班主任中在课余时
间与他们照面最频繁的。但其实，苏老师一天的教学工作
基本都是满的，她解释说：“体育课作业有一点好处，不占
据课余时间，老师少了作业批改的环节，课后空余时间还
算比较多，所以我能有更多时间去处理班级事务。”

苏老师爬楼梯，除了见学生，有时是为了去见其他学
科的老师——去年这个时候，苏老师刚参加工作，也是第
一次做班主任，会天天追着班里几位文化课老师跑，了解
全班的学习进度、考试成绩和提分方法。一年多过去，她
的这个习惯依旧没改变，上午第一节课之前，她会雷打不
动跑到4楼办公室，向各科老师了解近况。现在，任课老师

每次考试后，已经会第一时间主动跟她反馈。

别样教育经
激将法内容是跑圈

当了一年多班主任，苏老师也在不断改进自己的教育
方式。去年刚带班时，她把规矩做在前面，立下了班规和
一系列量化评分标准。但这学期，苏老师决定取消量化评
分，也不再实行硬性班规。苏老师解释说，初一刚入学时，
她班里的小家伙们还和小学生差不多，哪怕上课老师站在
教室，也经常吵闹。但现在，班规成了约定俗成的默契，而
且进入初二，同学们进入青春期，更在乎面子了，量化评分
的表格显得过于冷冰冰。出于对同学们的信任，她决定取
消这些硬性规定，改为奖励机制。

翻开她的工作笔记，里面密密麻麻记录了每个学生的
薄弱环节，苏老师把这些信息记下来，找每个同学谈话时
约定，如果下次考试能克服其中的小问题，就实现一个心
愿。有一次和同学谈话，苏老师为了激励学生，使出激将
法——“如果你能做到，我就绕操场跑 5 圈！”被班主任一
激，这名学生后来考试真的达成目标，苏老师也二话不说，

立马下楼跑圈去了。现在，苏老师带的班考试总分基本稳
定在年级前三。

去年家访中，有家长对体育老师当班主任表达过担
忧，但苏老师认真负责的表现，让家长们心服口服。

体育被正视
但偏见的改变还需要时间

“体育老师做班主任，其实真的挺合适，我觉得以后会
是大势所趋。一个老师有没有资格当班主任，与他所任教
的学科没有必然联系。”苏老师说，

虽然已经收获班级家长的认可，但苏老师不得不承
认，对于体育老师当班主任的偏见，还是存在。“大家常说

‘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是反映了
一种现象。”关注到教育部关于体育教育的新闻，她的第一
反应是很高兴，“说明国家越来越重视体育学科，但这不
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需要我们体育老师做出成绩，也需
要家长慢慢‘消化’，一起破除刻板印象。”（沈蒙和 文/图）

“目前婚宴酒席存在较为严重的浪费现象，多数人
仍然把宴席看作是撑面子的工具，迫切需要正确引导”

“我们家现在非常注重理性消费，前几天一家五口在外
面吃饭，只点了四菜一汤，而且还全是家常菜……“这
是国庆期间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为主题开展的“思政课二课堂”实践
活动，同学们踊跃提交实践报告谈体会。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如何使学生有效将思
政课的理论与课外实践实现对接，是高校思政课教学
长期面临的共性问题。近年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坚
持将一二课堂融合，有机衔接教学，创新性设置思政课
第二课堂，实现了思政课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统一。

一是教师的擂台，变“授课”为“赛课”。思想政治
理论课如何在“立德树人”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如何
走出常规的授课形式，让学生真正爱上思政课？为此，
2017年，学校党委审时度势，结合校情确定从一二课堂
融合方面入手，不断深化学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有力提
升了思政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此后，“本学期第二课
堂实践主题怎么设计？”“如何结合抗击新冠疫情、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杜绝浪费开展课内实践？”等讨论
设计思政课第二课堂实践主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学院
每个学期的重头戏，也激发了教师上好思政课的热
情。为了调动思政课教师投身第二课堂教学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学校从今年开始，在原有思政课第一课堂
教学评比的基础上，新增一二课堂融合实践教学示范
课程、优质课程等的评选表彰，拟从第二课堂实践教
学的设计、内容、目标、方法、过程、特色创新，以及教
学反思等方面进行综合评比，并将结果纳入对相
关学院、教师和辅导员等考核评价
体系，从而实现第二课堂实
践教学从“授课”为“赛
课”，思政课教师和
辅导员从“要我做”
为“我要做”。

二是学生的
讲台，变“学习”为

“ 演 绎 ”。 9 月 22
日，江西科技师范大
学“绽放抗疫青春·决
胜全面小康”2020年大学
生讲思政公开课决赛圆满落
幕，比赛共吸引了全校 251 个学生
团队、1000 多名大学生参与，让学生们由被动的

“听”变为了主动的“讲”，由思政课的“学习者”变成了
“演绎者”。在这次公开课比赛中，参赛选手纷纷将以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青春
事迹作为生动教材，综合运用 ppt、视频、音乐、朗诵等
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深入浅出、层层递进，深情并茂
地解读抗疫精神，展示决胜全面小康征程中的青春力
量。一堂堂别开生面、引发共鸣的大学生“思政课”，正
是学校第二课堂实践教学活动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最直
观的缩影。近年来，学校在第二课堂实践教学中，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位，，鼓励学生通过鼓励学生通过““微视频微视频”“”“口述口述
史史”、”、社会调查报告等形式社会调查报告等形式，，主动走上讲台主动走上讲台，，引导大学生引导大学生
向同辈讲述社会进步向同辈讲述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伟大成就国家发展的伟大成就，，讲述社会讲述社会
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人物和感人故事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人物和感人故事，，以实际行动增进以实际行动增进
对思政课的理解和认同对思政课的理解和认同，，让思政课教学有声有色让思政课教学有声有色、、有景有景
有境有境、、有情有义有情有义、、有滋有味有滋有味，，让思政课堂真正让思政课堂真正““红红””起来起来。。

三是实践的平台，变“耳闻”为“见闻”。在江铃新
能源车生产车间，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周国华问同学们：“大家知道新能源的汽车生产
过程吗？这些车与传统的燃油动力汽车有什么不一
样？”这是周国华老师带领学校 2017 级部分学生参加
第二课堂实践教学课的一个教学场景。在这样的实践
课上，教师不再照本宣科，而是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
课堂结合起来，选取红色文化、美丽乡村、新时代文明、
创新创业现代化企业、服务型政府机关等实践教学基
地，引导同学们把理论放置到真实广阔的社会空间
中, 促进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无缝对接，实现

“让马克思主义讲中国话，让基本原理变成生动道理”，
从而不断增强思政课教学效果。带着项目调研，无缝
对接教学。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每年组织大学生思想
政治理论课暑期社会实践，结合社会热点焦点难点，围
绕红色文化、脱贫攻坚、科技创新、生态文明、乡村振兴
等社会热点问题开展系列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并给予
一定经费资助大学生进行调研式的社会实践。据统
计，这一项目实施12年来，已累计立项1000余项，专项
资助经费 60 余万元。学校将大学生优秀社会实践调
查报告结集出版，目前已出版《育人之路——思想政治

理论课专题社会实践》等10余部。
四是师生的舞台，变“无形”为“有

形”。“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
花香两岸……”教室里2019

级文学院同学模仿表演
《上甘岭》感动得大家

热泪盈眶。隔壁教室
里，两个班级间的辩
论赛进行得热火朝

天，台上两个专业的
同学为了“老人摔倒扶

不 扶 ”的 问 题 争 执 不
下。这就是学校开展的第

二课堂实践展示的一个剪影。
结合四门思政课主干课程的要求和学

生的学习特点，学校在第二课堂中采取舞台情景
剧、微电影、辩论赛、演讲等多种形式，让内容实起来、
课堂活起来，不断提升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把思政课建设成大学生真心喜爱的
优秀课程。此外，学校通过第二课堂实践教学这个渠
道，积极构建了青年大学生学习宣传理论的舞台。比
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结束后，该校红帽子宣讲先锋
骨干们迅速行动起来，先学先行，充分运用学校八一精
神研究中心丰富的研究成果，排演出《党指挥枪》舞台
剧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进支部、进社区、进网

络，让理论宣讲接地气、冒热气、添生气，得到了江西日
报、江西教育电视台、凤凰网、网易新闻等20余家新闻
媒体的关注报道。为了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年学生参与
第二课堂实践教学的积极性，学校拟从今年起，将第二
课堂实践中适合通过舞蹈、歌唱、小品、朗诵等形式表
达的教学内容搬上舞台集中展演，使广大青年大学生
在创作、参演、观看节目的过程中受到教育和启迪，在
固化第二课堂教学成果的同时，让思政课焕发活力。

五是成果的展台，变“作业”为“作品”。“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武汉加油！中国必胜！”……今年抗疫期
间，学校在将“抗疫元素”深度融入思政课教学的同时，
各学院还根据专业特点积极组织学生开展了一系列的
第二课堂教学，如美术学院、音乐学院开展了“以艺抗
疫，情暖人间”主题活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了“执笔
抗疫，携文御情”主题活动等等，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
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筑牢战“疫”必胜的信心，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事实上，这已不是学校第一次结合学生
专业开展第二课堂实践教学。2019年10月，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结合美术专业学生的特点，马克思
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设计和组织了

“告白祖国、献礼祖国”的艺术作品展。同学们运用绘
画、书法、雕塑、陶艺、剪纸、工业设计等形式，表达了自
己对所学思政课程的理解。展览展出近 200 幅作品，
并以历史发展的重大时间节点为线索，围绕“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三次伟大飞跃，聚焦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辉煌成就，刻画中华民族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讲
述中华儿女忘我奉献的动人故事。作品入选展出的同
学们表示，思政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兴奋感，这样的作
品入展让同学们更加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
索的艰辛，更加坚定了“四个自信”。

经过几年的探索，学校“五台”并举有力推动了思
政课一二课堂相互渗透和有机融合，立体式的思政课
实践教学体系初步形成，有力提高了思政课的感染力
和实效性。下一阶段，学校将进一步加大思政课建设
的支持力度，多渠道支持思政一二课堂的深度融合，
不断深化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切实把思政课办得越
来越好。 （杨志其）

““两课两课””融合融合 ““五台五台””并举并举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深入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苏芷嫣用手比出数字苏芷嫣用手比出数字““806806””

谁也没想到，新学期开学不到两个月，教育圈里

频频上热搜的关键词竟是“体育”。近日，青岛一所

初中安排体育老师当班主任，遭家长质疑，教育部则

公开力挺，并在相关通知中明确“将体育科目纳入中

考计分科目，并逐步提高分值，达到跟语数外同分值

的水平”。

体育老师到底能不能当好班主任？早在去

年 11月，钱江晚报记者就曾分享过一位刚当班主

任的体育老师的故事，一年过去了，这位体育老师

班主任工作做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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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环境工程职院
86岁老兵宣讲抗美援朝精神

10月 28日，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举行专题宣讲报告
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获
得者、年已 86 岁的学院退休干部钟常汉应邀为师生作宣讲
报告，学院师生代表共600多人聆听了报告。

报告会上，钟常汉围绕“中国为什么要抗美援朝、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是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较量、中国人民志愿
军火箭炮兵21师作战情况、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四个方
面向师生开展宣讲。

“抗美援朝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钟
常汉勉励师生要牢记抗美援朝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学好专
业知识、掌握过硬本领。建筑室内设计专业学生胡红梅说：

“钟老的讲座让我体会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无数英雄烈士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作为当代大学生，要牢记和发扬抗美
援朝精神，为祖国繁荣富强添砖加瓦。” （肖 朕）

江西工贸职院
举行2020级新生首堂思政课

10 月 22 日，江西
工贸职院2020级新生
在学校广场举行升旗
仪式。学院党委书记
万玉青以“时代的责
任赋予青年，时代的
光荣属于青年”为题，
讲授了新学期“国旗
下的第一堂思政课”，寄语全体新生要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勇敢肩
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实现人生出彩、
绽放最美芳华。

来自学院“红色走读”优秀团队代表王梓骏同学与师生
分享了自己在“红色走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所闻、所感、所
见、所悟，表达了对革命先辈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
的深深敬意，对党和国家的深厚情意，阐述了要练就过硬本
领，树立远大理想，担起时代重任的想法，并号召同学们把艰
苦奋斗的精神落实到学习和生活当中。随后，大学生合唱团
演唱《迎风飘扬的旗》，为升国旗仪式暨国旗下的第一堂思政
课画上圆满句号。 （王 苏 陶欣桐/文 袁孟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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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在学校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