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每
事
问

新

闻

调

查

我相信，好新闻不是
易碎品，它可以打败时间、
改变生活。

我的新闻热线
18946175962

□调查记者 周际娜

2020年秋季“电路”的第一堂课上，哈工大
电气学院齐超教授走上讲台。她给学生们出
了一道思考题：“现在好多国家都在上网课，而
同学们能够走进教室与老师面对面，想想这是
为什么？”这仅仅是哈工大课程思政的一个教
学缩影。

今年 6月，哈工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成为教育部首批 15个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
中心之一，“电路”“通信电子线路”“水工程伦
理”被评为教育部首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
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
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
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
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为了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哈工大成
立了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坚持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以“三全育人”为目标，紧紧围绕课程
思政的课程、名师和团队建设，构建了具有哈
工大特色的“12583”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全面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构建12583
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

“电路”里藏着思政元素
基础研究如同“长征”

关于课程思政，其实不少人存在认识误
区。“思政”与“课程”的关系，应当是“如春在
花、如盐化水”，而非“眼中金屑、米中掺
沙”。不是让老师在课堂上大段地讲述革命
先烈故事，而是要深入挖掘各学科本身所蕴
含的思政元素。

“电路”里有思政元素吗？起初，这个问
题也把齐超教授难住了。但她很快悟出了
门道儿，在给学生们讲到“谐振现象”时，齐
教授提到个人理想要与祖国发展同频共振，
鼓励学生在谐振点处把握时机、锐意进取，

“你的奋斗目标与民族复兴达到同频共振的
时候，你的个人价值就会在国家建设中凸
显，青春梦要与中国梦同向同行，否则个人
再强大，努力也终将归零。”

在给大二学生讲“分析力学引言”时，哈
工大物理学院教师任延宇提到了红军长
征。“咱们国家在基础研究方面，急需一大批
顶尖人才来解决‘卡脖子’问题。然而基础
研究的成果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要取得
突破得有毅力，需要持之以恒。”任延宇告诉
学生们，其实中国有很多科学家在进行科研
上的“长征”，他们舍弃安逸，选择了如此艰
深的工作，“因为如果没有人愿意踏实地坐
冷板凳，国家的基础研究就不会强大。”

“好的课程思政，就是要这样润物无
声。”哈工大教学研究与质量管理处副处长
王广智教授告诉记者，经过三年努力，哈工
大的 3000多门课程已做到了“门门有思政、
课课有特色、人人重育人、院院有精品”，把
家国情怀自然融入到专业课程中，充分发挥
了课程教学的价值引领作用和育人功能。

本版图片均由哈工大提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际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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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视频
《错位时空》

拍摄/制作：哈工大 2020 级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学生

调查 融媒延伸

2020年，哈工大航天国防就业人数增长43%、选调生人数增
长64%。2021年，哈工大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毕业生投身航天国防
和“两个强国”建设、选调生人数增长35.3%。“到航天去、到国防
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更多哈工大学子的青春选择。这
其中，哈工大在“大思政课”上下了不少功夫。他们究竟是如何做
到既实又活，“惊艳”了无数年轻的心？日前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形势与政策》？一看
这课名，就知道是门大水
课！”上课前，一名大一新生
毫不避讳地说。

放下水杯，哈工大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授巩茹敏道出这
样一段开场白：“我们的身体
是需要补水的，难道我们的思
想和灵魂不需要补水吗？思
政课愿意成为帮你们补充营
养和水分的‘水课’。我愿意
成为你们的‘水师’，也请你们
成为我的‘水军’……”

类似的“交锋”，在思政
课上比比皆是，巩教授感触
颇多，“00后学生关键时刻不
掉链子，但他们有一些特点，
比如认知相对碎片化、惯于
消解传统意义。”

巩茹敏记得，有一次小
班讨论，一名学生说：“我刚
从国外回来，我觉得咱国家
不如外国好。”巩茹敏没有急
着反驳，而是中肯地说：“看

待事物，除了要横向比较，还
要纵向比较。你们都学过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拿我们的
昨天和今天比，你们说有没
有进步？只有两种比较方式
相结合，才会得出更客观、公
正的结论。”

“以前我总担心课讲不
完，现在我觉得思政课老师
要适当‘留白’。”巩教授每次
授课时，会让学生们围绕讲
课内容或时政新闻谈一个话
题，她也因此见识到了“后
浪”的厉害。

2020级数字媒体艺术专
业的学生于嘉阔，结合建党百
年，做了一个名为“错位时空”
的小视频，把电视剧《觉醒年
代》里的毛泽东、李大钊、陈独
秀父子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
的成就混剪在一起。视频虽
然只有三分半钟，但伴着“穿
过百年时空再相逢”的歌词配
乐，大家看得热泪盈眶……

课堂上与00后“交锋”
“思想和灵魂也需要‘补水’”

思政课不能靠花拳绣腿
要用理论力量打动学生

哈工大获颁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牌匾哈工大获颁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牌匾。。

““逐梦航天逐梦航天””思政实践课实践团队师生于思政实践课实践团队师生于““神舟十二号神舟十二号””发射塔架前发射塔架前。。

哈工大校长周玉与学生座谈哈工大校长周玉与学生座谈。。哈工大哈工大党委书记熊四皓讲授开学第一课党委书记熊四皓讲授开学第一课。。

2020年9月，哈工大一校三区
“开学第一课”，哈工大党委书记熊
四皓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做爱国奉献、艰苦创业、追求卓越
的哈工大人”为题，从国家、学校和
个人三个层面，为新生上了一堂4
学时的思政实践理论课”。

在国内，哈工大思政实践课的
导师库堪称“重量级”。师资队伍
由校领导、党群部门负责人、新老
哈工大“八百壮士”、学生思政工作
者等 266名校内师资和 20位国家
重点行业企业专家组成，对接小班
教学，带领学生走进科研一线、工
程现场、革命老区、田间地头，在学
思践悟中读懂哈工大、读懂中国。
两年来，7866名哈工大学生受益。

哈工大思政实践课主要面向大
一学生，因为不少新生会感到迷茫，
学校希望学生们能从这些实践课中
找到答案，让他们走进科研一线、工
程现场，亲身感受到学科的魅力和

价值，更有动力去学习理论。
来自计算机与电子通信大类

专业的郑泽涵，毕业于哈三中。
令他没想到的是，今年五一期间，
刚上大一的他，就能去威海校区雷
达站参观学习。和他一起去的赵
艺，听完刘永坦院士团队成员于长
军教授在雷达站现场讲授的思政
实践课后，深受鼓舞：“坦先生带领
团队用 40 年为祖国海防筑起了

‘钢铁长城’，我希望自己将来也能
成为为国铸重器的哈工大人。”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谁来
在变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育新
机？谁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正是要靠一代代拥护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靠以哈工大为代表的、能
够为党和人民做出重要贡献的中
国高校培养出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哈工大党委副书记、校长
周玉在思政课上讲道。

现场观看“神舟十二号”发射
航天一线校友在酒泉授课

6 月 17 日上午，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哈工大 2020级小卫星班
的学生刘峙麟感受到了脚下传来
的隆隆震颤，仰望着长征 2F火箭
拖着长长的尾焰冲向九天，他激
动地说：“太震撼了，第一次离梦
想如此近！”

作为哈工大“逐梦航天”思政
实践团队的一员，能在现场亲眼看
到“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刘
峙麟兴奋不已，“为航天事业奋斗
终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充斥全身，
这样的体验是前所未有的。”

2019年，哈工大专门成立了
思政实践课教研室，由学工部负
责，让思政实践课成为了一门必
修课，包括 8个理论学时和 24个

实践学时。难能可贵的是，这些
课程既着眼于时代命题和现实关
切，又结合哈工大的传统、优势、
特色，真正做到了思政小课堂同
社会大课堂相结合。

如何将思政实践课落到实处
而非走马观花似的游览，其实并不
容易。哈工大思政实践课教研室
负责人尹胜君告诉记者，在选择实
践课老师方面，学校着实下了一番
功夫，以这次酒泉之行为例，学校
选择的专家是长期在航天一线工
作的哈工大校友，年龄要求在 40
岁左右，“要能给学生讲清楚产业
发展、技术前沿，以及国家在这一
领域究竟是如何布局的，这能对学
生们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重量级”导师库对接小班
在学思践悟中读懂中国

行走的党史课行走的党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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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课的“哈工大样本”

哈工大马克思主义学院
是我省首批高校重点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师以问题为导
向，开展专题化教学，聚焦时
代问题，讨论主题涉及“科技
强国”“文化强国”“东北振兴”
等。

“衡量一堂思政课到底讲
得好不好，主要看它有没有趣
味性、知识性、思想性和学术
性。”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徐
奉臻说。

徐院长曾获全国思政课
教学能手比赛第一名，自
1988 年起一直坚守教学一
线，年均授课 200 学时左右，
是全国上思政课较多的马院
院长之一。在她看来，“思政
课教学不能靠花拳绣腿，得有
真功夫，归根结底要用思想和
理论的力量去打动学生”。

在学《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时，学生往往会有这样的
疑问：我们中学学过近现代
史，为啥大学还要“炒旧饭”？
徐奉臻教授解释道：“学史的
真正意义在于明理，很多人只
会背诵和应试，大学是让你明
白‘理’在哪里。”正因如此，哈
工大党委书记熊四皓深入马
克思主义学院指导思政课教
师集体备课，勉励思政课教师

“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思政课
教学，引导学生真正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

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是
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为
例，为了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徐奉臻教授给学生们引用了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非纯
粹的军事行为。“国民党是就
军事而军事，中国共产党则是
八面开花”，她列举了中国共
产党的十几条政治经济贡献，
又列出四对哲学关系，以及日
军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视程度，
用大量的数字来说明共产党
的作战方式到底发挥了哪些
作用，如何通过地道战、地雷
战让现代化的部队原地踏步，
并且一点点扭转战局。为了
强调客观性，徐院长还引用了
一些源自日本的史料，学生们
心服口服。

“思政课关键在于以理服
人，只要老师能讲清楚‘理’，
学生们是服气的。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我们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在思政课堂上很
好地体现出来，继续讲好中国
故事。”徐奉臻院长感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