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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教务参考
北京林业大学教务处主办	 第			期				 年			月			日		

教育部致全国大学生的一封信
�众志成城 同舟共济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特别报道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2020 年初的这场始料未及的疫情和前所

未有的庚子春节，让我们成为“宅男”“宅女”，

让好友相会变成视频聊天，亲朋相聚变成隔

空拜年。蔓延的疫情让我们感受的不仅仅是

焦急不安，还有最美“逆行者”带给我们的

温暖。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医务工作者全面落实联防

联控措施，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大学

生们是与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相信你们在

疫情防控的斗争面前，一定会肩负起时代赋予

的使命与责任，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共患难，

为夺取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斗争的

胜利作出应有的贡献。

做“守护者”，就是担使命、保安康。当前，

疫情仍在蔓延，防控正处于关键期。很多医学

专业的师生已经奔赴前线，成为病患者坚强的

守护者。危急之时唯有担当方显忠诚，让青春

在与肆虐的病毒抗争中绽放。在你们还没有掌

握相关医学知识和专业技能阻击疫情时，保护

好自己，不让关爱我们的人揪心，就是对他人

生命安全的负责，就是对一线医务人员的宽慰，

就是在为这场“战疫”作贡献。每一位同学都

牵系一个家庭，每一个青年应担当一份使命，

自觉做科学的传播者、谣言的粉碎者、健康的

守护者、家庭的关爱者。每一位同学的平安，

每一个家庭的健康，就是平安华夏、健康中国

的坚固基石。

做“修行者”，就是宅其身、抱道行。“万

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在文学经典

中陶冶情操、增加才情，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

在哲学经典中改进思维、把握规律，增强哲学

思辨能力；在伦理经典中知廉耻、明是非、懂

荣辱、辨善恶，培养健全的道德品格；在网络

资源平台上自主专业学习和自我提升，做到“停

课不停学、学习不延期”；通过师生线上切磋琢

磨、教学相长。

做“识途者”，就是要做到游必有方。为

了同学们的健康平安，教育部已作出 2020 年春

季学期延期开学的决定，这是抗击疫情的需要，

也是党和人民对莘莘学子的关心和厚爱。疫情

割断不了亲情，无论你身在何方，请记得学校

的老师们时刻牵挂着你，也盼望着大家都能以

健康、阳光的姿态踏上返校之路。返程之时，

也许疫情还没有完全解除，大家务必按照统一

部署，配合学校返校复学工作的相关安排，做

好个人防护和返程规划，游必有方，尽可能缩

短返程时间，做到错峰出行、平安出行，在新

学期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展现大学生的满怀豪情

和青春活力。

亲爱的同学们，乌云遮不住升起的太阳，

疫情挡不住春天的来临，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

念，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夺取抗击疫情斗争

的最终胜利。我们也将与学校的老师们一道，

在全国各地的校园里期待着在庚子年的春天与

大家重逢！

																						2020 年 2 月 3 日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0 年 02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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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疫情防控期间有针对性地做好教师工作

教师承担在线教育教学计入工作量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在疫情

防控期间有针对性地做好教师工作若干事项的

通知》，要求各地各校有针对性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教师工作，对指导教师积极有效开展应对工

作进行部署。

《通知》指出，要加强对教师群体的疫情防

控工作。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严防死守，始终

把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严从

紧做好学校疫情防控需要返校教师的妥善安排，

不得组织教师参加线下集中面授培训、集中职称

评审、大型会议等集聚性活动，确保教师立足教

育教学岗位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通知》强调，要加大对在防疫一线作出

突出贡献教师的激励表彰力度，做好对防疫一

线医护人员子女的关怀工作。支持高校改革创

新医药卫生等相关学科领域教师科研评价办法，

鼓励专家团队和领军人才集智攻关；大力宣传

和表彰奖励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特别是高

校医学院和附属医院中的优秀教师典型，在职

称评审、评优评先、绩效分配等方面予以政策

倾斜；及时掌握了解防疫一线医护人员子女的

学习生活困难，因地制宜对防疫一线人员特别

是一线医护人员子女进行看护和教育，为一线

人员解除后顾之忧。《通知》同时明确，各地教

育部门和学校要指导教师做好自我调适，对学

生深入进行健康理念和自我保护教育，做好心

理疏导和教育引导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做好

“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组织部署工作，结合当

地线上教学平台和各校实际，因地制宜组织教

师开展在线教学，注意青少年身心健康，不得

违反相关规定安排教师超前超限超纲在线教学，

教师承担在线教育教学、在线辅导答疑、作业

批改等计入工作量，纳入绩效管理。同时，做

好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和师训资源开放共享

工作。

《通知》还对国培计划、特岗计划、教师表

彰奖励名额等向疫情严重省份倾斜支持等对湖

北省等疫情严重地区教师的支援帮扶工作作出

明确规定。

（作者：柴葳，系中国教育报记者）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0 年 02 月 15 日】

2.4万余门在线课程向全国高校免费开放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

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面向

全国高校免费开放全部优质在线课程和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资源。截至 2 月 2 日，教育部组织

22 个在线课程平台免费开放在线课程 2.4 万余

门，覆盖了本科 12 个学科门类、专科高职 18

个专业大类。

《指导意见》明确，采取政府主导、高校主体、

社会参与的方式，共同实施并保障高校在疫情防

控期间的在线教学。各高校应充分利用上线的慕

课和省、校两级优质在线课程教学资源，在慕课

平台和实验资源平台服务支持带动下，依托各级

各类在线课程平台、校内网络学习空间等，积极

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动，保证

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指导意见》要求，高校要将慕课教师以及

承担教学任务的所有任课教师线上教学计入教

学工作量，激励广大教师积极投身教学改革与

创新，积累实战经验。贯彻落实有关政策要求，

引导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积极选修线上优质课

程，增加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强化在线学习过

程和多元考核评价的质量要求。制定在线课程

学习学分互认与转化政策，保障学生学业不受

疫情影响。

【摘自：《光明日报》2020 年 02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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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针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对高校正常开学和课堂教学造

成的影响，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

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

作的指导意见》，要求采取政府主导、高校主体、

社会参与的方式，共同实施并保障高校在疫情

防控期间的在线教学，实现“停课不停教、停

课不停学”。

《指导意见》指出，各高校应充分利用上

线的慕课和省、校两级优质在线课程教学资源，

在慕课平台和实验资源平台服务支持带动下，

依托各级各类在线课程平台、校内网络学习空

间等，积极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

学活动，保证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进度和教学质

量。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 9 项工作任务：一

是面向全国高校免费开放全部优质在线课程和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截至 2 月 2 日，教育

部组织 22 个在线课程平台免费开放在线课程

2.4 万余门，覆盖了本科 12 个学科门类、专科

高职 18 个专业大类。二是立即制定疫情防控

期间在线教学实施方案，提高教学效率、保证

教学质量、完成教学任务。高校要合理调整、

统筹安排春季学期与秋季学期课程教学计划。

当前暂停所有寒假社会实践。三是保证在线学

习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要公布课程

资源质量要求、在线教学课堂纪律和考试纪律

要求、学生学习评价措施等管理措施。引导教

师开展线上教学活动，进行学习考核。与课程

平台建立教学质量保障联动机制，了解学生在

线学习情况。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加快

研发一批有特色、代表性强、数量充足的在线

试题。四是发挥“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示

范引领作用，课程负责人和团队要上线提供全

程教学服务，带动全国慕课教师团队开展线上

教学服务。五是全天候开放国家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目共享平台，免费提供 2000 余门虚拟

仿真实验课程资源。六是倡导社会力量举办的

在线课程平台免费提供优质课程资源，为高校

制定丰富多样的在线教学解决方案，支持教师

利用慕课等在线教学资源自主开展在线教学，

鼓励开展网上在线教学培训。七是继续组织在

线教育机构研发多样化在线教学解决方案，为

高校选择资源和技术服务提供便

利。八是发挥专家组织指导、整

合、协调作用。教育部高等学校

教学指导委员会要整合名校名师

名企力量，推动快速上线一批前

期有工作基础的优质慕课和实验

课程。慕课联盟联席会要与高校

有组织地开展多种形式协同教

学。九是加强疫情防控知识宣

传，鼓励慕课平台开设有关流行

病学、传染病学的慕课专题，提

高大学生及社会公众的科学防控

能力。

《指导意见》要求，高校要

将慕课教师以及承担教学任务的

所有任课教师线上教学计入教学

工作量。引导学生在疫情防控期

间积极选修线上优质课程，增加

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强化在线学

习过程和多元考核评价的质量要

求。制定在线课程学习学分互认

与转化政策，保障学生学业不受

疫情影响。

《指导意见》强调，高校要

择优选取符合本校实际、与网络

环境条件相匹配的方案，与课程

平台密切配合、规范管理，强化

对课程内容、教学过程和平台运

行监管，防范和制止有害信息传播，保障在线

教学安全平稳运行。

《指导意见》同步发布了 22 家在线课程平

台在疫情防控期间支持高校在线教学服务方案

信息。

（作者：余闯，系中国教育报记者）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0 年 02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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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融入思政教育的路径探析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

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包括高校师生在内的广大民众，迅速形成全

面部署、全体动员、全民参与的抗疫工作“一盘

棋”。社会重大事件舆论之广、影响之大、互动

之深，将对大学生的心理、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

影响。高校在组织广大师生防疫、抗疫的同时，

也应充分挖掘此次抗击疫情中积淀的生动丰富的

育人素材，凝练出思想性、人文性和实践性的教

学内容，引领学生上好“社会课”。

全民战“疫”为立德树人提供素材
疫情防控等社会重大事件是提高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有效载体。近两个月

来，围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生、传播到扩散，

很多高校师生参与到疫情防控中。共产党员冲锋

在前，医务人员日夜奋战，科研人员全力攻关，

众多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付出，无数企业和个

人慷慨解囊、捐赠捐助……与疫情赛跑、与病魔

较量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力度充分彰显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坚持党的领导的执政自信。

这客观上为高校的思想引领注入了强大的信念和

动力。

很多学生虽然不在战“疫”一线，但防疫

抗疫却从未掉线，以各种形式参与学校和地方的

疫情防控工作。这种由实践产生的互动影响和连

锁反应具有强大的贴切性和感染力，更是深化思

政教育内涵、提升育人实效的全新路径。高校要

善于把握社会重大事件产生的感应场，从抽象理

论中激发出情境化、具象化和生动化的教学样本，

针对性开展相关主题教育。

思政教育在师生抗疫中获得实践载体
此次全民战“疫”，高校在医疗卫生、科技

攻关、智库服务、物资保障等环节发挥了重要作

用。相较于“一线战场”的专业性和高负荷运转，

秩序维护、知识普及、政策解读、舆论引导、心

理疏导等防疫“第二战线”的广泛性和重要性同

样深刻而复杂。

很多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主动承担起

防疫抗疫工作。如在社区或乡村承担信息排查、

卫生清理、知识宣讲等联防联控的志愿服务工作。

尤其是在偏远乡村和网络战线上，大学生充分发

挥专业优势，在辟谣求真、心理疏导、应急援助

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正向作用。很多关于防

疫抗疫的文宣作品和信息，来自大学生的主动创

作、转发和传播，为战胜疫情提供了坚实的青春

力量。

重大事件融入教学应实现“三个统一”
此次疫情防控呈现出的全民性、时代性和

影响性决定了其具有深刻的教育功能。充分挖掘

防疫过程中的育人元素，融入高校“思政课程”

或开展“课程思政”时，应注重实现“三个统一”。

一是客观性和价值性的统一。高校将重大

事件融入教学时，既要注意正面的价值引导，也

无须回避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社会治理缺陷与体

制机制短板。要从党和国家意志出发，以马克思

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准绳，分辨是非曲直、衡

量价值长短，实事求是、立场鲜明、有理有据地

开展教育引领。

二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课堂教学是

从疫情防控等重大事件中提炼精髓，通过知识的

传授，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怎样看”等问

题。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笔者认为，学生

从课堂获得的理论，只有在现实社会中身体力行

地体会和实践才能实现价值认同和价值弘扬。

三是开放性和规律性的统一。此次疫情为

思政课程创新教学内容和课程思政拓宽教学载体

提供了重要契机，教师可以从学校实际、学生特

点和学科特色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材

施教。但学术无禁区，课堂讲纪律。教育活动不

能盲目跟风，要注重教育规律和教学需求，坚持

贴切性、科学性和适度性原则，避免防疫事件和

精神的泛化乃至神化，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此次疫情防控点燃了全民族凝心聚力、共

克时艰的熊熊烈焰，也将包括广大师生在内的全

体人民熔铸成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社会重

大事件中播撒教育火种，既是对当下社会热点和

痛点的教育解读，更是引领师生勇做社会思考者、

前行者和负重者的初心回归。

（作者：张陟遥，系扬州大学教师）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0 年 02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