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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 恒

高校思政肩负着为学生“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的特殊使命。思政教育能否突

破局限，融入社会“大课堂”与社会实践有

机结合，目前已成为能否提高教育成效的

重要抓手。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就强

调，“坚持开门办思政课，推动思政课实践

教学与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

结合，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高

校思政课如何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大课

堂？近日，本报记者就此进行了一番走访。

假期实践，品读“无字之书”
西柏坡、北京、杭州、南京、凤阳、上海、

珠海、平潭……今年暑假，浙江大学人文学

院的15名师生党员邀请历史学系专家学

者担任指导教师，对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发

展足迹进行了一次深度追寻。暑期时间相

对完整，正是开展思政实践教学的好时

机。今年暑假，团浙江省委面向全省各大

中学校学生开展了“寻访百名英雄先烈 共

温风雨历程”社会实践专项活动。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带队实践期间，中国计量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教师吴晶晶越发体会到这句话的意味深

长。经过多方协助，吴晶晶和她的“老兵调

研小分队”联系了浙东地区10位抗战老

兵。老兵们的平均年龄超过95岁。最后，

大家整理出2万余字的抗战口述史资料。

实践队员郑驰浩说：“希望这些故事被更多

人知道。不要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让民族

英雄被遗忘。”让师生们欣慰的是，他们的

整理的口述史资料还引起了南京师范大学

抗日战争研究中心的关注。

寻访革命英雄的过程，也让青年学生

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相比于阅读书本上

的材料，和这些老英雄面对面给学生的触

动要大得多。”衢州学院“追忆寻红小分队”

指导教师、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兰章宣

告诉记者，尽管大学生们眼下生活的时代

已经与革命时期差别很大，但前人的故事

能引导他们思考：该有怎样的担当，如何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假期的实践还可以为学校开展思政教

育提供丰富资源。据介绍，团浙江省委接

下来将把寻访队员整理的一批英雄事迹和

感人故事集结成册，并组织学生宣讲团在

全省巡讲。“用生动性、创新性、启发式的思

政公开课，激发青年学生传承红色基因、矢

志奋斗报国的家国情怀。”团浙江省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绍兴文理学院的教师们则打

算把今年暑期开展的寻访绍兴早期中共党

史人物社会实践常态化，并使其成为学校

打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的社会实践“金

课”的组成部分。

行走的课堂，案例从身边来
“要上好思政理论课，离不了实践。现

在大学生，更喜欢互动的教学方式，更乐意

参加一些实践活动。”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方浩认为。浙外还特别

设置了思政实践教学周。比如，讲到道德

实践，就让学生去图书馆、博物馆或福利院

做志愿者；讲到法律实践，就让学生去法院

旁听案件审理过程，感受法治的力量。

把思政课堂搬到校外，让思政课越发

鲜活，开始成为不少高校思政教育的风向

标。在宁波奉化滕头村，浙江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的学生们和教师一道参加了村里的

“模拟党委会”。现场村民的激烈讨论，让

学生们眼前一亮。把真实案例拿来作为思

政课现场教学的内容，是浙江工商职院思

政课的变革之一。“现场体验，能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理论知识。”该校思政教

师蔡亚芬说。

学期中间，校外实践教学的机会毕竟有

限，如何在这个“没有讲台”的课堂上好课，

需要事先更认真地进行教学设计。浙江水

利水电学院的教师们就以“缙云烧饼”为线

索展开了对“浙西南革命精神”的调研。活

动从香喷喷的烧饼导入，继而让学生分为两

队。一队探索红色革命遗迹，研学革命时期

的“浙西南革命精神”；一队通过探访缙云烧

饼文化，探讨“浙西南革命精神”对乡村振兴

的助力。烧饼博物馆、缙云一大纪念馆、梅

干菜合作社等都成了大家寻找答案的“活资

料”。学生们纷纷感叹：“小烧饼中不仅有

‘红色基因’，更有‘绿色经济’。”

思政课走出“象牙塔”，融入社会大课堂

专家专家 点

□李 芒

目前，为数众多的大学将课程是否

受到学生喜欢作为衡量课程质量高低的

重要指标，甚至作为唯一的评价指标。

抛开学生评教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这其

实是一个值得探讨和深究的话题。

从学生的基本特征而言，他们是“得

道在后者”，对教学质量的价值判断往往

是幼稚粗浅的，基本上还不具备评判大

学课程优劣的素养与能力，难以分辨明

晰教师带给他们收获的高低，更难把握

真正卓越的教师和学生喜欢的教师的本

质区别。

很多学生往往容易被表面的、形式

的，而非关键的、内涵的教学因素所吸

引，抓不住“金课”的本质特征。一些对

学生具有重大价值的教师和课程，却往

往不被学生所认可和接受。例如，辛苦、

枯燥、无趣的基本功训练，需要万分努力

才能修得的课程，具有相当难度的课程，

需要进行大量阅读的课程，教师很有学

问但不善言辞的课程，教师严格要求的

课程，教师严厉训诫学生的课程，等等。

现实中，一些教师为了获得学生评

教的高分，为了让学生产生“好感”，放弃

对严厉和真诚的追求，让教学效果打了

折扣。虽然表面上，学生被课堂上教师

风趣幽默的教学风格所吸引，被欢快轻

松、热闹狂欢的课堂氛围所吸引，但并未

对学科深层内容产生好奇和兴趣。要知

道，学习兴趣产生于枯燥的学科内容本

身，学习动机产生于对战胜难题的渴望

及对攻坚克难历程的体验，这才是理想

的学习动机。

实际上，快乐学习在大学学习阶段

是一个伪概念。在大学里，“寓教于乐”

并非一般性教学规律，某种程度上它只

适合于平庸之才。如果在大学阶段还过

度追求快乐学习，那么势必会重创学生

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甚至严重影响智

能的开发。

在这方面，美国斯坦福大学主流的

教学理念和教学文化值得我们参考。斯

坦福大学的教师刻意采用抽象与枯燥的

元素培养学生，帮助学生面对枯燥，从而

发展学术审美。他们不主张在课堂上讲

笑话，不做取悦学生之事。常常是教师

专注地讲，学生静静地听。也不主张教

师使用比喻，比喻可以产生生动形象的

效果，但也会因不够严谨而产生歧义。

学术与娱乐是迥然不同的两个领域，专

业课不是娱乐课，比的是教师学识，而不

是教师才艺。

大学教学是人类的一项极其庄严而

神圣的活动。曾几何时，“娱乐至死”的

市侩文化悄然进入原本作为神圣学术殿

堂的大学校园，活生生地将“沉思地”扭

转为“娱乐场”。如果学生只能接受和欣

赏课堂中的娱乐元素，那么学生的入学

资格就值得质疑。大学学术是有底线

的，这条底线不可无限下移。

学生必须积极渴望体验几年苦行僧

的“美好”生活，主动接触看上去枯燥乏

味的学科。教师也必须使用学术的力量

以及自然世界和人文社科本身的奥妙提

升课程与教学的吸引力，应该依靠学科

内容的吸引力、严密的逻辑思维、独特的

发明或发现、精彩绝伦的思想观点等内

涵式要素。虽然风趣幽默的课对学生而

言，具有吸引力，但其未必是“金课”的基

本特征。

对“金课”的评价，主要应从专业发

展和学科需求的角度出发，而不应该单

从学生是否喜欢出发；教学方式的选择

应从教育性出发，以教育规律为最终准

绳和最高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作为新时代的卓越教师，在充满各

种激变的环境之中，发挥自身定力、保持

学者本色、树立献身精神和抱有英雄主

义气概是从事大学教育工作的基本前

提。教师要履行应尽的教育职责，虽然

可能会引来学生群体的不悦与反弹，甚

至会被学生给出较低的评教分数，但还

是要秉持初心，挺直腰杆教书，从更高的

站位去理解和接受。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
部长、教授）

学生喜欢的课未必就是“金课”

□本报通讯员 周 刚 徐玉成

临近“双十一”，四川汶川阿坝师范学

院的校园里多了一处热闹的地方。在今年

学校新设立的汶川电子商务学院，师生们

正摩拳擦掌，忙“练兵”。汶川电商学院作

为浙江省与四川省东西部对口帮扶项目，

由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与阿坝师院合作

共建。浙江的电商发展经验，正以汶川电

商学院为纽带，在川西大地绽放新的活力。

汶川拥有地域优势，当地培育出不少

优质农产品，但由于缺乏营销人才，加上营

销理念、销售渠道不畅通，很多产品都是

“藏在深闺无人知”。“扶贫不仅是捐钱捐

物，更重要的是产业扶贫。”随着浙江与四

川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深入，对口帮扶汶川

的义乌决定发挥义乌高校的优势，推动实

现市场、人才、教育和物流等全面对接协

作。大家决定聚义乌、汶川、义乌工商职院

和阿坝师院四方之合力共建电子商务学

院，为阿坝州培养能持久促进当地电商产

业发展的人才。

如何通过共建学院，形成当地人才培

养的“造血”链？2018年10月，学校和义乌

市商务局、汶川县经信局、阿坝师院签订四

方合作共建电子商务学院框架协议。按照

“一年建电商班，两年建电商专业，三年建

电商学院”的规划，着眼“授人以渔”培育汶

川本地电子商务创业人才，采用梯度递进

建设、分步实施策略，就人才培养方案、师

资队伍、课程体系、实训实践基地和创业项

目孵化等制定有针对性的建设方案。

汶川电商学院的电商专业基础几乎从

零起步。2018年12月至今，义乌工商职院

先后12次派教师团队赴汶川。阿坝师院

也派出28名学生，两次前往义乌参加集中

培训和考察。两校共有36名教师以一对

一结对的方式组建了农村电商、跨境电商、

新媒体运营、视觉设计等教学团队，并深度

参与电商专业的师资培育、人才培养方案

设置、课程设置和开发等工作。2018年12

月，阿坝师院成功申报电子商务专业，在电

商发展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两地共建的汶川电商学院也采取了特

殊的“1+1+1”培养模式：第一学年，由阿坝

师院教师开展电子商务专业基础课教学，

学生接受基本的电商业务培训；第二学年，

由义乌工商职院专业教师结合当地的优势

产业，开展专业核心课程讲授和培养专业

能力，开始孵化相关创业团队；第三学年，

学生赴义乌完成实习实训任务。学生毕业

以回当地创业、就业为主。

电商专业人才的培养不能停留在课堂

与书本。阿坝师院大学生电商创业园是两

校共建汶川电商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义

乌工商职院在创业园的建设管理经验传

授、场地选择、园区规划、创新项目选拔组

建和孵化等方面都尽心给予指导。针对汶

川的情况，还指导组建了川藏味道农特电

商工作室、义汶E路电商工作室、阿坝跨境

电商运营工作室、直播电商工作室、新视界

视觉营销工作室等5个特色工作室，并让

两地创业学生“1+1”结对。

阿坝师院旅游管理与服务专业大二

学生雷霜在义乌学习期间，详细了解了

“汶川销售+义乌发货”“义乌销售+汶川

发货”的模式。回校后，她对“汶川三宝”

甜樱桃、脆李子、香杏子等农特优产品进

行初步了解，很快就选定了“主攻”的商

品，还在校内组建了创业团队。“有了义乌

亲人们的帮助，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

心。”雷霜说。

义乌工商职院：把电商的“火种”带到西部

杭电又添一省部级
重点实验室

本报讯（通讯员 程振伟）日前，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正式公布了

2019 年工信部 30 个重点实验室名

单。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与中国电子

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共建的视听认知

健康与智能影像分析评价实验室被

列入认定名单。至此，杭电省部级重

点实验室达15个。

实验室（浙江）主任盛锦华介绍，

争取通过3~5年的努力，在神经影像

学、智能诊断系统、医学影像大数据

与智能图像分析等领域形成特色，

在基础理论与核心技术上实现重大

突破，打造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认

知健康与智能影像分析领域综合实

验室。

浙商大发起成立
一学科跨国联盟

本报讯（通讯员 喻 蔚）近日，

世界食品科学与营养学领域大学合

作组织——食品科学与营养国际大

学联盟在浙江工商大学揭牌。联盟

由浙江工商大学发起，联合了6所在

食品学科领域具有较强国际研究实

力和学术声誉的顶尖大学。

据介绍，食品科学与营养国际大

学联盟是致力于引领国际食品营养

前沿研究的非官方学术团体，汇聚了

全球在该领域学科实力顶尖的高

校。另外6所联盟高校包括荷兰瓦赫

宁根大学、英国利兹大学、新西兰梅

西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加拿大圭尔

夫大学和美国马萨诸塞大学。

接下来，联盟将力争推动深度融

合，共建国际食品科学与营养研究合

作平台，引领世界食品领域的前沿研

究，并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产业

融合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促进优

势互补，达成合作共赢。

浙大与企业共建
数字经济研究中心

本报讯（通讯员 余 君）在近日

举行的2019浙江大学数字经济论坛

上，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新华三集团

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正式揭牌。

据介绍，浙江大学和新华三集团

将以此平台为依托，共建“政、产、学、

研、创”五位一体的数字经济领域科

创能力示范中心，以全国领先的集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为一身

的数字经济创新生态系统平台，推动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发展。

该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后，双

方将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

开展深入合作。比如，在科研合作方

面，双方将协同推进数字经济创新生

态系统平台的建设，深化工业互联网

方面的共同研究；在人才培养方面，

双方将共建校企教学实习基地，探索

数字经济与商业融合的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

浙大城院成立
国际健康科学中心

本报讯（记者 李 平 通讯员
郭 佳）近日，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与美

国罗马琳达大学、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邵逸夫医院共建的国际健康科学

中心成立。

自去年签署合作备忘录以来，三

方在学术交流、课程开发与设置方面

已开展了大量基础工作。浙大城院

院长韦巍表示，国际健康科学中心的

成立是三方进一步合作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学院将抓住这一契机，积极

推进特色化专业建设发展。

今年是浙大城院建院20周年。

20年来，学院一直紧密依托浙大，打

造省内优质高教资源。学院国际化

教育特色鲜明，截至目前，已与15个

国家和地区的近70所高校建立了合

作关系，有1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9

个课程合作项目。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活跃着不少浙江高校学生
志愿者的身影，他们以专业的志愿服务向海内外宾朋展示着
中国水乡的热情与风采。图为嘉兴职业技术学院酒店管理专
业学生正在为宴会环节作准备。

（本报通讯员 赵远远 摄）

互联网大会展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