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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希实验班”创办十周年纪念暨总结表彰会召开

11月25日，北京林业大学“梁希实验班”

创办十周年纪念暨总结表彰会举行，校长宋

维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副校长骆有庆做“梁希

实验班”创办十年总结，五个承办学院介绍办

学情况。会议围绕“匆匆十年碧连天”主题，

回顾了“梁希实验班”创办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和办学理念，全面总结了在教学科研、专业建

设、师资队伍、实践教学、人才培养、创新创

业、合作交流等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对优秀

任课老师和优秀课程进行了表彰。

校长宋维明对我校“梁希实验班”创办

十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为“梁希实验班”付

出心血和努力的各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宋

校长指出，“梁希实验班”是我校在大众化教

育时代开展的精英教育，是学校在人才培养方

式改革的重大举措，经过十年不懈的探索和实

践，取得了卓越的成绩，集中表现在培养出一

批活跃在林业和生态环境建设领域的优秀创新

型人才。宋校长说，梁希班十年办学历史和取

得的成绩，让我们对过去十年学校人才培养改

革的成果感到自豪，也为今后人才培养水平的

提高坚定了自信。宋校长强调，党的十九大报

告对新时代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对生

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宏伟的目标，这为我校的

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遇。作为

教育教学改革先锋标志的“梁希实验班”，要

紧跟新时代新要求，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坚持以

培养中国最优秀的林业与生态建设本科生为目

标，坚持不断深化创新教育教学改革的机制和

路径，坚持激发和保护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最后，宋校长希望“梁希实验班”

的教师团队、管理团队以及同学群体继续秉承

梁希先生的治学敬业精神，努力创新，开拓进

取，使“梁希实验班”的教育教学工作再上新

台阶。

副校长骆有庆以“树木树人，十年历程”

为题，从“梁希实验班”的提出、机构设置、

制度建设、培养方案构建、教学改革研究、导

师制实施、激励机制设立、科研训练支持、学

生创新意识、综合能力、社会关注情况等方面

总结了“梁希实验班”十年的办学历史和取得

的成绩。骆校长指出，“梁希实验班”是我校

转变教育观念，以创新求发展的人才培养改革

实践，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以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为抓手，经过十年的探索与实践，经历了

从无到有、从小到强的改革与发（下接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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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梁希实验班”创办十周年纪念暨

人才培养成果总结系列活动在学校正式拉开帷

幕。此次活动的主题为“匆匆十年碧连天”，

共分为三部分，分别为成果展示、评优表彰和

交流座谈。

我校梁希实验班自2007年创办以来，经过

十年的探索与实践，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抓

手，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小到强的改革与发展过程，认识不断深化、

实践不断深入，取得了很好的建设成效。

十载砥砺，风雨兼程，探索精英教育试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林业与生态建设人才

培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大批优秀人才为我

国的林业与生态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目前

的人才结构中，虽然有很多中高级科研人员，

但优秀拔尖人才尤其是中青年科技帅才偏少，

缺乏活跃在国际科学前沿的世界级人才。与林

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拔尖创新型科技人才不

足，缺乏竞争力。为此，学校在前期改革的基

础上，提出了在大众化教育阶段（下接三版）

砥砺十年，初镀辉煌
——学校举办“梁希实验班”创办十周年纪念暨人才培养成果总结系列活动

（上接一版）展历程，认识不断深化，举措不

断完善，成效不断提高，知名度稳步攀升。

“梁希实验班”引领了学校创新型人才的教育

教学改革，取得了很好的建设成效。骆校长

说，稳步提高“梁希实验班”的办学质量是一

项长期的任务，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不断完

善，形成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长效机制，继续

扎扎实实建好“梁希实验班”，使其成为我校

创新人才培养的名片和经典品牌。

会上，党政办公室主任王士永宣读了《北

京林业大学关于表彰“梁希实验班”优秀教师

及优秀课程的决定》，马履一、骆有庆、张守

红、高广磊、刘俊昌、谢屹、许凤、曹金珍、

郦大方、蔡明10名教师被评为“梁希实验班优

秀教师”；《森林培育学A》《森林有害生物

控制C》《水文与水资源学》《荒漠化防治工

程》《林业统计学》《林业经济学》《生物质

化学》《木材学A》《风景园林设计（双语）》

《科学训练》10门课程被评为“梁希实验班优

秀课程”。校长宋维明为优秀教师颁奖，副校

长骆有庆为优秀课程进行了颁奖。

林学院教学副院长宗世祥、园林学院教

学副院长郑曦、水保学院教学副院长王云琦、

经管学院教学副院长胡明形、材料学院教学副

院长母军分别作了“梁希实验班”办学介绍报

告，交流本学院“梁希实验班”在人才培养目

标、课程体系建设、人才培养成果等方面的工

作，对“梁希实验班”的发展进行了思考和展

望；优秀毕业生代表梁希13-4班刘同彦同学谈

了在“梁希实验班”学习期间的收获与体会。

会议由教务处处长黄国华主持，党政办

公室主任王士永、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张立

秋、林学院党委书记姜金璞、经管学院党委书

记温亚利、材料学院党委书记黄薇、招生就业

处、学生处、学校政策研究室、校团委有关负

责人，林学院、水保学院、经管学院、材料学

院、园林学院教学副院长、党委副书记、教师

代表，教务处有关人员、梁希实验班学生参加

了此次会议。

此次会议，充分肯定了“梁希实验班”创

办十年取得的成绩，对“梁希实验班”下一步

工作的开展总结了经验、指明了方向，明确了

任务。总结会后，学校还将组织召开面向学生

的经验分享会和面向学院的教学改革研讨会等

系列活动，纪念学校“梁希实验班”创办十周

年，推进“梁希实验班”工作更加完善。

据悉，“梁希实验班”是近年来我校转变

教育思想观念，以创新求发展的大胆探索，是

几代林业教育工作者的智慧结晶。2006年，学

校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大众化教育

阶段进行精英教育的设想，从本科阶段开始，

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实践能力强、综

合素质高的创新型人才”。在经过一系列筹备

工作之后,2007年获批“教育部、财政部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正式开始从

2007级新生中招生，建立“高等林业教育精英

型人才培养基地”，以林业教育创始人“梁

希”命名，设置了“梁希实验班”，进行精英

教育的试点。办学伊始，设文科班和理科班，

后改为按学院办学，现设有林学与森保、水土

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农林经济管理、木工与林

化、园林设计与园林植物5个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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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二版）进行精英教育的设想，从本科阶

段开始，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实践能

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创新型人才”。

2006年，学校启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工

程，建立“高等林业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

地”，以林业教育创始人“梁希”命名，设置

了“梁希实验班”，进行精英教育的试点。

2007年，正式开始从新生中招生。2007年-2013

年，实验班分为文科类和理科类，从新生中

遴选组成；2012年增设梁希实验班（木工与林

化），2013年增设梁希实验班（园林设计与园

林植物），并将文科类、理科类班级调整为梁

希实验班（林学与森保）、梁希实验班（水土

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梁希实验班（农林经济

管理）；2013年至今，发展为梁希实验班（林

学与森保）、梁希实验班（水土保持与荒漠化

防治）、梁希实验班（农林经济管理）、梁希

实验班（木工与林化）、梁希实验班（园林设

计与园林植物）5个班级。实施按科类招生，分

流培养，利用我校学科齐全的优势和良好的教

学资源，构建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多样化发展

的平台。

凝心聚力，多措并举，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

制定管理规章制度，严格规范管理。为保

障实验班各项工作稳步开展，学校出台了《北

京林业大学“梁希实验班”教学实施办法》、

《北京林业大学“梁希实验班”导师制实施办

法》、《北京林业大学推荐应届“梁希实验

班”优秀应届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工作管理办法》等，创新管理新模式，明确工

作职责，加强过程监控。

构建适应拔尖人才发展的培养方案，实行

个性化培养。打破专业和学院界限，整合全校

本科教育优质资源，按大类构建基础课教学和

实践平台，制定因材施教的弹性课程体系，设

置通识教育平台、学科基础教育平台、专业教

育平台。学生修读完必修课外，可根据指导教

师意见，在全校课程中跨专业选修课程，赋予

了梁希班学生更多自我选择、自我提高的广阔

空间，调动大学生自主学习、奋发成才的积极

性，充分体现个性化、人性化的教育理念，以

实验班模式进一步推进“厚基础、宽口径”的

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

鼓励教师开展教改研究，教学方法改革效

果良好。专门针对实验班展开教改立项，鼓励

实验班的任课教师通过项目研究的方式，边实

践边改革，不断总结经验，形成适合实验班的

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一步推动实验班课程

教学改革，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近五年，有374

名教师为实验班开设了1262门次课程，实验班

任课教师积极参与或承担教改项目，截止到目

前，共有55人承担与实验班有关的教改项目，

以适应实验班教学的需要，提高了教学水平。

实施导师制，强化因材施教。实验班坚持

因材施教的指导原则，针对梁希实验班学生的

个性特点，低年级每班配备一名导师，高年级

按照学生主修专业有针对性地配备导师，以人

为本，通过转变教育观念，探索适应时代和学

生发展要求的指导方式，从思想品德、专业学

习等多方位指导、教育学生，促使学生成人、

成才。开展以沟通、探讨、协助、启发为特征

的个性化教育，进一步建立学生与导师之间明

确的、相对固定的指导与学习关系。

设立激励机制，鼓励学生成才。实验班的

主要课程采取单独组织上课，学校组织优秀教

师承担实验班的教学任务；实验班学生修满本

科学分且成绩优秀者，可优先推荐免试攻读硕

士学位，提前参加硕士研究生学习；在奖学金

评定中享有专门政策，设立“梁希奖学金”；

在图书借阅、资料查阅方面享受特殊待遇；根

据需要优先进入实验室学习等等。通过一系列

激励政策，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勇于创新，支

持学生投身科学研究工作，积极参加科技创造

和发明活动。

多途径支持科研训练，鼓励学生尽早参

与科研。鼓励学生参与研究，支持学生从事各

类社会调查，实施主动研讨式学习，培养学生

从事创新性科学研究的素质，引导学生参加各

类创新活动和学科知识竞赛，加强实践环节，

在实践教学指导上，鼓励学生做各种尝试，加

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比例，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探究心理。十年来，“梁希实验班”

学生共获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74

项，北京市级项目66项，校级项目111项。

博学创新，群贤毕集，学生培养成效显著

通过十年的实验与探索，实验班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10年来，

“梁希实验班”学生在课程学习、学术科研、

学科竞赛等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形成了良好

的学术氛围；各班级注重班级学（下接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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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希实验班”创办十周年纪念活动系列研讨会召开
日前，学校组织召开“梁希实验班”教学

改革研讨会和经验分享会，与有关学院教学管

理人员、教师研讨交流“梁希实验班”人才培

养，与在校“梁希实验班”学生分享优秀毕业

生成功经验。这是继“梁希实验班”创办十周

年纪念主题成果展、总结表彰会之后，学校组

织的又一系列“梁希实验班”创办十周年纪念

活动。

“梁希实验班”教学改革研讨会上，林学

院、园林学院、水保学院、经管学院、材料学

院5个学院分别做了发言，就“梁希实验班”选

拔模式、“本-硕（博）”统筹培养、推免保

研、导师制实施、学生分流、学生选课等方面

情况及存在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教务处处

长黄国华就“梁希实验班”建设思路及教学管

理相关问题交流了自己的想法。他指出，“梁

希实验班”是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模

式，学院是“梁希实验班”办学主体，鼓励学

院发挥办学自主权，结合实际，探索有学院特

色的梁希实验班招生选拔机制、个性化培养方

式等，探索建立“导师组制”充分发挥导师作

用。同时，教务处将全力支持各学院“梁希实

验班”办学，将在分析大数据的基础上，进一

步优化推免保研工作，畅通“本-硕（博）”统

筹培养机制等。

“梁希实验班”经验分享会上，学校邀

请了5名优秀毕业生来校作报告，为在校“梁

希实验班”学生分享了包括学习、读研、科学

研究、工作实践等方面的经验，并同与会学生

进行了互动交流。此次经验分享，学生感觉收

获很大，对其进一步开展学习，定计划、定目

标、改进学习方式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上接三版）风建设，学生学习成绩优异，能

够积极参加科研实践、志愿社会服务和绿色文

化传播等活动。

创新实践教学多样化模式，学生创新意

识明显增强。实验班采用了专业课程实践、科

研训练、参与导师科研、科研训练计划等多样

化实践教学模式，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

学过程，形成了有利于学生主体精神、创新意

识、创新能力培养的宽松教学环境。10年来，

“梁希实验班”学生在课程学习、学术科研、

学科竞赛等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形成了良好

的学术氛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各类学科

竞赛中，获得国家级奖励42项、省部级奖励106

项；在各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70余篇，其中

17篇论文被SCI收录，3篇论文被EI收录。

形成良好学风、班风，学生综合能力显著

增强。第一届实验班梁希07-1班获得“全国先

进班集体”、“北京市奥运先锋团支”、“北

京市先进班集体”荣誉称号，梁希08-2班、梁

希09-1班、梁希12-1班、梁希12-2班、梁希

14-3、梁希14-4等获得北京市级先进班集体荣

誉称号。实验班学生国家英语四级考试一次性

通过率均为100%，且平均成绩比同类普通班高

53-90分；在教学内容、考试难度均高于其它班

级的基础上，学生平均学分积比同类普通班均

要高3.56-9.47分。可见，实验班各项改革进展

顺利，各项改革政策的实施效果初步显现。

学生培养成果显著，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梁希实验班”共培养七届毕业生，毕业生具

有良好的学术培养潜力，十年来，毕业生共457

人，其中354人进入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国内外高校或科研机构深

造，深造率达77.5%。很多毕业生已在各自的岗

位上做出了突出成绩，成为活跃在林业和生态

环境建设领域的一支有生力量。实验班人才培

养成果在学校本科人才培养中发挥了良好的示

范和辐射功能，得到《科学时报》、《中国绿

色时报》等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

据悉，目前人才培养成果展示是“梁希

实验班”创办十周年纪念活动之一。近期，学

校还将举办“梁希实验班”创办十周年评优表

彰总结会，将“梁希实验班”的发展历程、办

学理念、教学科研、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实

践教学、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合作交流等各

方面成绩进行充分展示，并表彰历年来为“梁

希实验班”学生坚持授课的优秀教师及最受学

生欢迎的优秀课程；举办“梁希实验班”教学

改革研讨会，组织有关学院教学管理人员和教

师代表，研讨和交流“梁希实验班”下一步教

学改革思路等教学相关问题；举办“梁希实验

班”经验分享会，邀请已毕业的优秀学生回校

作报告，为在校梁希班学生分享包括学习、读

研、就业、出国等的经验。

  （教务处 林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