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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我校两位教师当选首批全国林业教学名师 

 “践行核心价值观·凝聚最美中国梦”我校首次举办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评比

 我校在全国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中获奖创新高 

 我校教师撰写的《世界林业简史》出版 

 教务通知 

 

我校两位教师当选首批全国林业教学名师 

近日，国家林业局在京召开“第一批全国林

业教学名师”座谈会。国家林业局党组书记、局

长张建龙，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巡视员刘建同出席

并发表讲话。会上对首批“全国林业教学名师”

进行了表彰，我校戴思兰教授作为获评教师代表

作了精彩发言，副校长骆有庆出席了座谈会。 

发言中，戴思兰教授表示，这份荣誉是对自

己和团队多年工作的鼓励。她感恩求学期间两位

恩师陈俊愉先生和吴瑞先生的悉心教诲和尽心

指导，感谢母校北京林业大学的精心教育，同时

分享了自己作为一名教师坚持培养创新型人才

的经历与感悟，指出教育者育人先要正己，为师

育人要不懈追求。最后她发出倡议，做一片与学

生共同成长的绿叶，投入到观赏园艺教育事业中。 

据悉，我校园林学院戴思兰教授、经济管理

学院程宝栋教授被评为“第一批全国林业教学名

师”。此次“全国林业教学名师”遴选活动是国

家林业局为进一步加强林业人才队伍建设，选树

林业教师优秀典型，引导和激励全国广大林业教

育及培训机构教师进一步增强职业荣誉感，不断

提升教育教学本领，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而开

展的。在涉林院校、科研单位和干部培训机构推

荐的基础上，经资格初审、专家评审、社会公示，

共确定 30位老师为首批全国林业教学名师。 

戴思兰老师简介：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林业大学知名教授，宝钢优秀教师奖获得者，

中国园艺学会观赏园艺专业委员会特别荣誉奖

获得者，现任北京林业大学女教授协会会长，校

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菊花分会副

理事长，北京林业大学学报副主编，植物学报责

任编委，中国农业科学、植物科学学报、生命世

界编委会编委。 

程宝栋老师简介：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林业产业突出贡献奖获得者，中国林业产业

创新奖获得者，现任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院长，国家林业局林产品国际贸易研究中心对

外投资研究室主任，全国农林院校产品贸易教学

与研究协作组秘书长，国际林产品认证与服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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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副组长。 （教务处 杜艳秋） 

“践行核心价值观·凝聚最美中国梦” 

我校首次举办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评比 

9月 18 日晚，“践行核心价值观·凝聚最美

中国梦”北京林业大学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

评比在学研中心举行。我校切实贯彻教育部对加

快思政课改革、增强学生获得感的要求，对这次

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高度重视、精心

筹备。该活动由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

教务处联合举办，活动得到各学院师生大力支持。

15支参加展示的团队从全校 30多只队伍中评选

而出；评审过程严谨，邀请了校级资深专家、教

务处相关工作负责人、思政课教授团队和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共 18 人组成评审团。评

审团对选手的展示分别从内容、讲授、演示、互

动等方面进行了评审。 

各参赛团队紧扣比赛主题、坚守政治阵地、

发挥主体意识，为现场评委和观众奉献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思政课堂。在课程选题上，关怀宏大，

视角多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林业发展聚

焦改革，《创新驱动》用中国力量引领创新；《从

圆明园事件看现代中国》用历史照进现实，《礼

而雅致》从公共礼仪管窥文化建设。在课程设计

上，胸怀历史，叩问时代。《北洋水师》、《筑起

维护国家安全的万里长城》、《天地之大、黎民为

先》等作品借古鉴今，重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的历史意识；《凝聚中国力量》、《民族复兴》、《践

行核心价值观，青春实践中国梦》则直面时代课

题，探索中国梦与中国道路的辩证关系。在课程

展示上，青春演绎，网罗天下。《中国革命的新

道路》以舞台剧重现红色经典，《当代大学生如

何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则用自制趣味视

频演绎大学生日常。讲台上的 90 后们用知乎、

微博、朋友圈网罗天下，用雨课堂、云调查、大

数据关联你我，展现出网络原住民的青春风采。 

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角逐，有 9支团队分获

一二三等奖。特邀专家高孟宁教授给予参赛团队

高度赞赏，并提出紧扣主题和突出重点的建议。

其中，成绩优异的团队将代表北京林业大学参加

北京市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评比。 

展示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该活动增强

了自己学习思政课的主动性、积极性、坚定了理

想信念、提升了思想认识水平，收获很大。 

据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最

美中国梦”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是

教育部指导有关高校组织开展的学生思政课学

习成果展示系列主题活动之一。该活动旨在全面

推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着力推进思政课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中提高，

切实增强高校学生对思政课的获得感。引导广大

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

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

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不断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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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5 日-17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自然保

护与环境生态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湖南

农业大学、湖南教育电视台联合承办的“第三届

全国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

在湖南农业大学举行。 

学校高度重视此项赛事，组织校内选拔赛、

专家评审，遴选出 4个优秀项目代表学校参加全

国总决赛。经过展板展示、现场展示答辩、环境

生态电视知识竞赛等环节，共获得科技理念类一

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科技实物类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环境生态知识电视竞赛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其中指导“被

动式生态低碳木结构建筑”项目的材料学院高颖

老师和指导“基于压杆屈曲原理的塑料瓶压缩回

收装置”项目的工学院苏勋文、张建忠老师获评

“优秀指导老师”，我校获评“最佳组织奖”，获

奖情况创历史新高。 

本次大赛主题是“以环保科技创新，助大众

自主创业，促生态文明建设”。共有 13个省（市、

自治区）20余所高校的 70 余份作品参赛，经过 

 

初赛的筛选，共有 61 份作品进入

决赛。大赛作品分为科技实物作品

和科技理念作品两类，内容涵盖生

态基础、自然保护、生态工程、生

态治理、生态修复、生态规划及生

态管理等多个领域。比赛激发了大

学生的创新创造活力，增强了学科

专业间学术交流，为环保生态科技

人才的发掘和培养搭建了良好平

台。 

我校学生在第三届全国大学

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及环境

生态知识电视竞赛中获奖情况如

下：“被动式生态低碳木结构建筑”

获科技理念类一等奖，“基于压杆

屈曲原理的塑料瓶压缩回收装置”

获科技实物类一等奖，“苔藓涂鸦

‘漆’”获科技理念类二等奖，“木

榫焊接而成的环保无漆八角小凳

子”获科技实物类三等奖。 

           （教务处 林娟） 

我校教师撰写的《世界林业简史》出版 

《世界林业简史》一书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其作者是我校教师朱永杰和周伯玲。书中

用讲故事的方式，将从“一”到“多”再到“全”

的世界林业发展历程，图文并茂地进行了完整的

介绍。此书既述评了世界林业发展史上的重大事

件，又描述了各国林业先贤及其在理论和实践中

所做出的主要贡献。 

著者以木材、多功能和生态系统管理 3个时

代为时间变量；以国有林的建立与发展和私有林

的可持续发展经营关系变化，作为经济与社会、

自然与生态的基本矛盾变量，搭建起了世界林业

发展的二维框架，揭示了世界发达国家百年岁月

中不断完善森林可持续体系管理与政策体系的

历程。  

书中的内容浓缩而丰富，阐述了法正林、森

林功能、近自然森林经营、森林价值、生态伦理

等基本理论的产生与改进进程，讲述了对数十位

林业和生态科学界的重要人物生平及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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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国有林管理体制及其

演变，概述了对世界国有林管理具有重要影响的

美国国有林的建立过程及其自然保护过程，简述

了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林业管体制的建立和改革

过程、发展中国家林业发展的历史和特点。  

此书不仅是部世界林业发展的历史，还是人

与生态环境系统关系的历史、世界可持续发展的

历史。书中描述了强调社会科学的“以人为本”

的环境保护学派的分支、重视自然科学的生态学

派分支与自然学派分支情况，帮助人们对生态系

统、自然世界的认识更为全面。  

在林业进入生态系统管理的新时代，恢复和

保护生态环境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正如著者所言，

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学习和思

考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循着前人的足迹，可

以了解更多，少走弯路。阅读这部《世界林业简

史》，有助于人们用与世界同步的理念来思考问

题。 

（经管学院） 

教务动态 

 9月 7日，召开专题处长办公会。会上，实习实验科汇报了 2017 年职称评审实验（技术）系列报

名人员评审条件审核情况。 

 9月 15日，召开处长办公会。会上，学籍管理科汇报了近期学生学籍异动情况，与会人员经过研

讨，一致同意科室负责人提出的学籍异动处理意见。 

教务通知 

 9月 3日，印发《关于 2017-2018学年第一学期重修报名的通知》。 

 9月 6日，印发《关于 2017 年 12月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报名的通知》。 

 9月 6日，发布《2017年北京林业大学第五届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报名通知》。 

 9月 7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大学生重要回信精神的通知》。 

 9月 8日，印发《关于开展推荐 2018 届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的通知》。 

 9月 11日，转发《关于举办“第三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的通知》。 

 9月 11日，印发《关于核对缓考、补考课程信息的通知》。 

 9月 12日，发布《关于公布 2017级梁希实验班(农林经济管理)学生选拔笔试安排的通知》。 

 9 月 13 日，发布《关于推荐 2018 届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中有特殊学术专长或具有突出培养潜质

学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实施细则》。 

 9月 14日，发布《关于公布 2017级梁希实验班学生选拔面试安排的通知》。 

http://jwc.bjfu.edu.cn/ksxx/252583.html
http://jwc.bjfu.edu.cn/ksxx/253036.html
http://jwc.bjfu.edu.cn/jwkx/253121.html
http://jwc.bjfu.edu.cn/jwkx/253578.html
http://jwc.bjfu.edu.cn/ksxx/253603.html
http://jwc.bjfu.edu.cn/jwkx/253720.html
http://jwc.bjfu.edu.cn/jwkx/253851.html
http://jwc.bjfu.edu.cn/jwkx/253851.html
http://jwc.bjfu.edu.cn/jwkx/25396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