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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召开新时代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德育论坛

5 月 9 日下午，南京大学新时代本科教
育工作会议德育论坛在仙林校区举行。会议
由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薛海林主持。

时代楷模、全国师德标兵、全国教学名
师、全国辅导员年度人物、大连海事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曲建武教授作题为“做学生人
生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报告。曲建武
强调，高校做好德育工作，一要明确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的定位，即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使命是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
学的立身之本，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二要加
强思想政治队伍建设，引导坚持教育者先受
教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
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才能更好担起学生健康
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三要构建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系，动员、争取和组织
校内各支队伍、校外各方力量都能参与立德
树人工作，真正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教育教
学全过程。薛海林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曲建
武教授以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思政工作的
坚守、对青年学生的关爱，谱写了一曲新时
代的园丁赞歌。这生动的一课，对我们深刻
理解如何做好“立德树人”工作，增强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在教师及院系代表的发言中，马克思主
义学院张明老师强调，当前大学生德育工作
的核心与本质在于运用科学的政治理论引领
大学生的成才与成长，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大学生的头脑，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化的最新成果主动
融入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教育活动之中。
新闻传播学院王辰瑶老师介绍了她如何在一
次课堂尝试中把学生们那些没和爸妈说的话
做成了被收听 2000 万次的家书的过程，曾
获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等多项
荣誉。环境学院张孝林老师介绍了作为一名
理工科年轻教师如何引导学生用好学术科创
第二课堂，帮助学生激发科研兴趣、树立远
大理想的心得体会。生命科学学院焦瑞华老
师组织联系学院青年教师共同成立了第一个
院系层面的师生交流平台——“蝌蚪学术联
谊会”，成功打造并高效运行了一支由学工、
青年教师组成的特色育人队伍，汇报中她具
体介绍了如何带领团队开展生命教育研究的
心路历程。                       （党委学生工作部）

南京大学召开新时代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智育论坛

5 月 10 日下午，南京大学新时代本科
教育工作会议“智育”论坛在仙林校区举
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加强一流专业建设、优质课程建设，探索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全国政协委员、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施大宁，南京大学
副校长王志林以及相关部处院系负责人和师
生代表与会。施大宁作题为“明道 悟道 育新
人——新时代拔尖人才培养与课程建设的思
考”的报告。作为一直在本科一线从事教学
的工作者，施大宁教授结合南航教育思想大
讨论的情况、结合自己开展优质课程建设的
经历，探讨了如何建设“金课”、挤掉 “水
分”；如何探索设置富有挑战性的本科荣誉
课程；如何推动学校信息化建设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

校友代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蔡
奕渔长期从事虚拟增强现实技术研究，他
与大家分享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将虚拟
增强技术应用于课堂设计等教学过程的实
践经验。

匡亚明学院教授王炜、物理学院教授吴
小山、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陶先平介绍
了各院系在拔尖计划 1.0 中的具体举措和取

得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拔尖计划
2.0 的设想和规划。哲学系教授张亮、地球
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王宝军表示，拔尖计划
2.0 是重大机遇，要进一步深化具有学科特色
的人才培养改革，建设一流课程，打造一流
专业，紧跟新时代努力建设新文科、新工科。

匡亚明学院 2015 级本科生孙越从“广
度”和“深度”这两个词讲述了他身处拔尖
计划四年的蜕变。化学化工学院 2015 级本
科生郭玮明表示，参加拔尖计划让他获得了
丰富的学习资源，也逐渐明晰了自己选择科
学研究这条道路的初心和使命。

最后，王志林在讲话中指出，在南京大
学“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时期，要坚持把南
京大学本科教育办对、办好、办强，从三个
方面下功夫。一是凝共识、明方向，提精神、
再出发。二是求变化、破难题，谋新篇、求
卓越。三是要聚合力、强动力，出新招、创
品牌。通过构建教学荣誉体系和约束机制，
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真正动起来、活起来，
持续保持本科人才培养领先地位，真正做到
世界一流的本科教育。王志林表示，希望全
校师生共同参与到本科教学改革的大讨论中
来，不断推动本科教学改革迈向新征程。

                                 （新闻中心  教务处）
南京大学召开新时代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体育论坛
5 月 21 日下午，南京大学新时代本科

教育工作会议体育论坛在仙林校区举行。
副校长王志林指出体育教育在立德树人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我校“熔炉工
程”的重要内容。为此，学校要不断完善实
现体育教育的路径和载体，深化体育教育改
革，强化课外体育锻炼，为未来可持续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他希望全体师生畅所欲言，
为我校体育教育改革积极建言献策。

体育部主任殷飞作题为“‘三全育人’
理念下南京大学体育工作创新模式”的报告，
对教学改革与创新建设、第二课堂建设、学
生体质健康监测工作、校园体育信息化建设、
场馆设施与保障措施建设和校体育运动委员
会新模式六方面进行了论述。化学化工学院
党委副书记李兴华分享了学院在组织体育活
动方面的举措和经验。她认为，体育教育发
展要强化育人内核，突出团结合作、积极贡
献的集体主义感，积极组织院系体育赛事，
让师生欣赏体育竞赛、领略体育的魅力。

新闻传播学院王涵、法学院韩蕾、社会
科学试验班邱泽航作为学生代表发言。

校党委副书记薛海林表示，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广泛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青年人
的身心健康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南京
大学体育教育站位要高，要以育人为出发点
和归属点，进一步深化体育教育改革；理念
要新，培育师生对体育运动的正确认识，让
师生自觉、主动、快乐地参加体育运动；措
施有力，学校将不断改善体育运动的条件，
教育引导形成积极健康的体育文化，运用现
代化技术加强体育教育管理，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
出更大贡献。

论坛由南京大学教务处处长徐骏主持。
相关部处、院系负责人及师生代表与会。

                        （新闻中心  赵欣予  高雅）
南京大学召开新时代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美育论坛
5 月 29 日下午，南京大学美育工程论

坛在仙林校区举行。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
党委副书记薛海林，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高级研究院院长、通识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宪，以及相关部
处院系负责人和师生代表与会。论坛由南京
大学副校长王志林主持。

薛海林表示，审美教育是人才培养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南京大学具有悠久的审

美教育历史和丰富的美育实践经验，不仅为
美育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储备人才，也推动
了美育观念的普及深化，为我们在新的历史
时期大力发展美育，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艺术学院美育工程建设团队祁林、童强、李
牧、李健、殷曼楟等汇报前期调研成果。

周宪作“南京大学美育工作意见”报告。
他指出，南京大学的美育发展要做到系统、
课程、主体、对象、重心五大观念转变，抓
好普及艺术教育的主战场和各院系专业课等
副战场，以审美感悟力、表达力、精神性三
元结构为中心，建强美育教师队伍，深化美
育教学改革，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增强服务
社会的能力和水平。

杨忠指出，学校美育是培根铸魂的工作，
对于提升学生想象力、感悟力、创造力，对
于促进学生的人格发展、培养情操、心灵都
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随着人才培养体系的不
断完善，时代为美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的目标，各院系、各部门的领导以及广大
教师需要从我国未来人才培养的高度来看美
育，充分认识美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重要
地位。同时，美育工程也是我校熔炉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过程中特别要处理好
与我校“德育”、“智育”、“体育”、“劳
育”之间的关系，将美育和各院系的专业人
才培养相结合。杨忠强调，做好美育工作是
我校贯彻立德树人理念的重要抓手，是“办
中国最好的本科教育”的崭新目标，希望全
体师生能够集思广益，积极建言献策，不断
完善南大的美育工程方案，使之成为将成为
一张南京大学人才培养的靓丽名片。

                                               （新闻中心）
南京大学召开新时代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劳育论坛
5 月 31 日上午，南京大学新时代本科教

育工作会议劳动教育论坛在仙林校区举行。
副校长王志林作论坛发言，指出要明确

劳动教育的意义、完善劳动教育的制度和体
系、掌握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新特点，并开创
具有南大特色的劳动教育。

后勤集团总经理钱国兴作题为“新时代
劳动育人的内涵与实现途径”的报告。

教务处、团委、双创办、图书馆、档案
馆等各部门领导汇报了各单位的劳动育人情
况，就劳动育人的重要性达成共识，通过形
式多样的勤工助学、义工活动、双创项目的
开展等，组织我校学生在宿舍管理、图书馆
资料整理、博物馆讲解等岗位上，通过劳动
实现自我教育和素养提升。

交流环节中，两位来自勤工助学岗位的
学生代表表示，学校提供的勤工助学岗位充
足、内容充实，让他们在日常的劳动中体现
了自我价值、锻炼了工作技能、提升了个人
修养。膳食中心、绿化环卫中心、教育超市
等部门创新性地开展了如烹饪比赛、纪念品
设计比赛等劳动教育工作，让学生在体验中
学习与成长。他们还提出要思考劳动教育过
程的学生安全保障问题。信息管理学院党委
副书记罗萍、生命与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焦
瑞华表示，要充分发挥院系引导作用，与各
部门形成合力，同时理清学生需求，有针对
性地开展劳动教育。

校党委副书记薛海林表示，这是我校第
一次召开以劳动教育为主题的会议，意义深
远。劳动教育是当下新兴课题，我校这一课
题的研究任务艰巨，但必须攻克。针对如何
解决的问题，薛海林指出，首先要明确劳动
教育的内涵与外延；其次要建立健全劳育管
理体制机制；最后要落实到具体举措，如具
体要求、学分设置、理论课程开设等。要充
分考虑劳育的全覆盖性，做到助力学生成长
成才。

论坛由南京大学学工处处长龚跃主持。
相关部处、院系负责人及师生代表与会。

                                               （新闻中心）

我校举办新时代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专题论坛合力探讨“立德树人”
4 月 17 日下午，南京大学

新时代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在仙
林校区举行。本次会议旨在全
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全国
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
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紧
紧围绕建设“第一个南大”的
奋斗目标，落实立德树人第一
使命，打造最好本科第一品牌。

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
长吕建强调，面向新时代，南京
大学要坚持价值塑造与能力提升
融通、科学研究与本科教学融通、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通、全面
发展与个性发展融通的理念，
培养肩负时代使命、具备全球视
野、推动科技创新、引领社会发
展的未来各行各业拔尖领军人才
和优秀创新创业人才，早日建
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一
个南大”，为建设创新型国家、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提供有力支撑。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作
了题为“办最好的本科教育”
的报告。南京大学副校长王志
林在报告中表示，构建高水平
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是新时代发
展的迫切需要，是我国高等教
育发展态势的自然选择，是世
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
也是南京大学人才培养改革纵
深推进的内在要求。

在教师及院系代表的发言
中，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
李向东介绍了他开设的“宇宙
简史”课程的理念和经验。地
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李
满春强调了“立德树人”和“本
科为本”的两个重点，学院坚
持把本科教育放在核心地位，形
成了“书记 / 院长 - 副书记 / 教
学院长 - 辅导员 - 班主任 - 任课
教师 - 导师”三全育人的联动机
制。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王靖
华介绍了学院化党建优势为育
人合力的经验举措，打造师生
集中党团日“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等各色党建品牌，取得
了三全育人、润物无声的成效。

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杨忠表示，学校党委专门提出，
要把今年作为学校“熔炉工程
建设年”，要坚持以“熔炉工
程建设年”为抓手，重点解决
好方向性、协调性、体制性三
大问题，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作为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加强“四力建设”、
推进全员育人，贯穿“三个阶
段”、推进全过程育人，构建“十
大体系”、推进全方位育人。

会议由南京大学党委副书
记薛海林主持。教育部相关处
室负责人，南京大学党政领导
班子成员，各院系、部处负责人，
以及师生代表与会。

4月至 5月，学校还举行“德
育”、“智育”、“体育”、“美育”、
“劳育”专题论坛和“优质课程”
公开课观摩，为本科教育改革
发展征求意见、凝聚智慧。

            （新闻中心  教务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