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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返校首日我校本科教学秩序井然
3月22日，是我校学生返校后恢复线下

教学的第一天，骆有庆副校长带队到教学楼

检查教师到岗、学生出勤及教学保障情况，

教务处及学院相关负责人陪同。从检查的整

体情况看，恢复线下授课首日，我校本科教

学秩序井然，师生课堂精神饱满，“教”与

“学”状态良好。

在第二教学楼教学运行监控中心，骆有庆

逐一教室检查上课情况，教师均按时到岗，学

生到课率高。随后到教室门前驻步听课，骆有

庆对教师和学生投入课堂的良好精神状态表示

肯定。骆有庆强调，线上教学到线下教学的衔

接阶段，要关注每一位教师和学生的需求，做

好组织管理及条件保障。（下接第四版）

4月8日，学校召开劳动教育工作推进暨

劳动清单会商会，骆有庆副校长出席会议并

讲话，教务处、综合保障部、实验林场、实

验室管理处、校团委、苗圃和树木园管理办

公室相关人员参会，会议由教务处处长黄国

华主持。

骆有庆介绍说，校党委高度重视新时

代劳动教育，学校有着优良的劳动教育传

统，林场劳动是很多毕业生的美好回忆。骆

有庆指出，劳动教育是德智体美劳“五育”

并举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体人

员要充分认识新时代劳动教育的重要性，

充分研判学生状态，正确评估劳动教育的

复杂性，以培养学生热爱劳动、诚实劳动

意识为目标，结合我校特色，做实做细劳动

清单。骆有庆提出劳动教育应实现多元化，

校内与校外活动相结合，学校劳动与返乡劳

动相配合。关于制定劳动清单，骆有庆强调

了“3W2H”，即明确做什么（What）、何时

做(When)、在哪做(Where)及做多少（How 

many）和怎么考（How to assess）。

黄国华介绍了落实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基

本要求，解读了《北京林业大学全面加强新时

代劳动教育实施方案（试行）》征求意见稿，

解释了制定劳动清单的基本思路。综合保障部

副书记陈余珍介绍了本部门劳动清单的整理情

况，各部门与会人员介绍了本部门劳动教育方

面的设想，表示将按照学校工作要求，进一步

细化清单涉及的劳动项目、劳动内容及工作

量，明确各类劳动的考核方式。

据悉，在校党委的领导下，教务处于2020

年10月研制劳动教育实施方案，经多次研讨，

结合我校实际，形成《北京林业大学全面加强

新时代劳动教育实施方案（试行）》（征求意

见稿）。方案以构建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和劳动

能力形成体系、树立正确劳动思想和培养较强

劳动能力为主要目标，强调分类开展劳动教育

实践，包括日常生活劳动教育、专业生产劳动

实践、志愿服务劳动与公益劳动、服务性劳动

实践等多元教育体系。与之配套的劳动清单正

在抓紧研制。

(教务处 张旭利 李春平）

校领导推进落实新时代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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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上午，我校2021年全国高校英语

专业八级考试在二教举行。外语学院英语专

业和商务英语专业一百八十余名考生参加，

其中八十余名考生为已毕业学生。因新冠疫

情，2020年考试延期与2021年考试合并举

行，考试安排在二教七层，共设七个考场。

此次考试由学校教务处负责统筹，外

语学院具体组织实施。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背景下的考试组织工作，外语学院高度

重视，严格落实国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新

要求部署，提前制定了考务管理方案、毕业

生返校方案、应急预案。防疫物资准备充足

到位，隔离备用考场充分。考试前，外语学

院分管教学副院长对监考人员进行了考前培

训，对监考纪律和操作规范进行了强调，对

做好考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考试期间，外语学院书记雷韶华、院长

李芝，教务处副处长李春平、刘笑非等一行

亲临考场巡视，全面指导考试各项工作。全

体监考人员严格执行考试流程，考试过程井

然有序，考风考纪良好。

全国高校英语专业统测巡视员到学校考

点对考务工作进行了督导巡视，全程参与考

试监督。在整个考试过程中，试卷的保管、

交接、启封以及考后试卷的封装、邮寄等相

关程序均严格按照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测试办

公室的要求进行。巡视员对我校的考试组织

给予了充分肯定。

据悉，近年来我校专八考试通过率保持

在较高水平，成绩喜人。2017、2018、2019

年全国英语专八考试通过率分别为37.65%、

35.78%和34.96%，我校英语和商务英语专业

专八通过率分别为74.73%、80.00%和83%，远

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体现了我校外语学院

优秀的教学水平和良好的人才培养质量。

(外语学院 赵红梅）

我校学生在北京市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中获得佳绩
4月17日至18日，第九届北京市大学生工

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暨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工

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省级推荐赛举行，我校

获得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

 
获得奖项 组别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特等奖 智能搬运机
器人组

胡瑞博
袁泉
王贵印
赵宇通

高道祥

胡春鹤

一等奖 智能搬运机
器人组

李峥嵘
王辉
张郅卓
朱灏

胡春鹤

刘圣波

一等奖 势能驱动小
车组

沈佳杰
王曦锐
贺攀
丁新

李宁

吴健

二等奖 生活垃圾智
能分类组

刘斌鸿
储世杰
陈千一
王麒臻

刘圣波

李宁

我校遴选16名同学组成四个团队，参加

了3个项目组的比赛，团队成员在教师的精

心指导下积极认真备战，经过激烈角逐，在

决赛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三个组别的特等

奖、一等奖和二等奖。

另外，朱灏、王曦锐、贺攀同学在随后

进行的工程知识文化竞赛中荣获一等奖。

我校长期以来一贯重视学生的科技创新

教育工作，此次竞赛，工学院精心组织，专

业教师、实验中心、学院团委相互配合，教

务处与学院共同做好竞赛保障有关工作，克

服疫情干扰，确保师生积极参赛并最终取得

了突破性好成绩。

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是全国

性大学生科技创新实践竞赛活动，竞赛基于

国内各高校综合性工程训练教学平台，旨在

深化实验教学，提升大学生工程创新意识、

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促进创新人才培

养。本届竞赛主题是：守德崇劳工程创新求

卓越，服务社会智造强国勇担当。比赛由北

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清华大学、北京建筑

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与北京工商大学联合承

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20余所高校的200多

支参赛队伍、900余名本科生参加了比赛。

(教务处 陈来荣  杜若  刘笑非 ）

我校2021年全国高校英语专业八级考试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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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党支部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清华大学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教务处党支部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清华大学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4月23日，教务处党支部召开专题学习

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

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教务处党支部书

记、处长黄国华主持会议，教务处（苗圃和

树木园管理办公室）全体党员参加学习，学

习以“主讲—主评”式党课方式进行。

在专题学习会上，全体党员观看了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清华大学的新闻报道，并集体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会上

邀请党员代表李春平、申磊,入党积极分子范

铭铭做学习重点发言，王毅力进行点评。

范铭铭谈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内涵丰富、思想深邃、语重心长，激励我们

要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服务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她从如何做好学生“引路人”、立足本职工

作不断提升服务理念、积极参与劳动教育筹

备工作等方面表达了自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决心。

申磊谈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是对

高校进行顶层设计的有力指导，也是对我们

的工作、生活目标的价值引领。在高校建设

层面，为我们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一流人才、发挥专业教育服务国家服务

人民的作用指明了方向；在对青年人的期望

方面，勉励我们不忘初心、久久为功，以更

高的热情投入教育事业，矢志追求更有高

度、更有境界、更有品味的人生。

李春平谈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校庆

之际回母校，作为教育工作者，她感到无比

的感动。教育工作者，尤其作为教育教学管

理人员，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就学子，在成就

他们的过程中，成就自我价值。所以要真正

践行以学生为本的理念，要投入智慧，投入

情感，让母校成为学子的幸福港、增值湾。

她谈到，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对青春人、对

教师、对高校、对中国教育都提出了明确

的期待与要求，引导全社会坚定“四个自

信”，做心怀国之大者，敢于担当。她说，

目前正处于“十四五”开局之年、面临教育

教学评价综合改革等重大任务，教务处是学

校落实“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培养全面发

展的策划者、组织者，每位成员都要勇担使

命，主动提高政治站位、锤炼品格、真学实

干，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

王毅力作点评时谈到，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清华大学时，从美育、教学、科研、体育

等多个方面对高校教育提出要求，指导我们

坚持“五育”并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给了中国教

育一个很大的自信，既是鼓励也是期望，中

国教育能培养出在世界上有话语权的大师，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同时，习

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学子、广大教师提出了殷

切期望。作为一名教育者，要立志成为大先

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

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学生要立大志、

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

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老师做示范，学生

能成才，对于人才培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最后，支部书记黄国华对此次专题学习

会进行了总结。他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清华大学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在三个

方面下功夫：一是充分认识教务处学习总书

记讲话精神的重要意义。教务处作为教育教

学的牵引单位，同时又是具体教学的组织者

和设计者，必须第一时间学习领会好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二是深刻挖掘习近

平总书记讲话的丰富内涵。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强调了正确的办学方向，坚定了中

国教育的自信，鼓励实践育人与服务国家相

结合，强调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理念，

对当代青年和广大教师提出了殷切嘱托。各

位同仁要深入体会内涵，思考工作方法，做

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三是把习近

平总书记讲话的最新要求落实到工作当中。

要自觉践行职业道德，秉持以学生为本的理

念，实学实干，找出新问题，拿出新办法，

解决新困难，充分发挥教务处党支部战斗堡

垒作用，与学院共同推进学校本科教学质量

再上新台阶。

会议期间，还就教务处党支部党员大会

增补党支部委员进行了投票表决。

(教务处 所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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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通知

☆3月29日，发布《关于转专业学生办理学籍异动手续的通知》

☆4月2日，发布《关于举办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内选拔赛的通知》

☆4月16日，发布《关于开展2021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学术不端检测工作的通知》

教务动态

（上接第1版）在第一教学楼，骆有庆通

过每间教室门前的电子显示系统（即电子班

牌）查课，通过电子班牌查询了各教室课程

表、学生考勤、空闲教室等信息，在电子班

牌终端直接查看现场教学视频。骆有庆高度

肯定电子班牌在辅助日常教务管理、方便教

师考勤、教室信息查询等方面为教师和学生

提供的便利，并要求完善更多查询模块，并

尽快推广到学院教学管理日常工作中。

据悉，为保障学生返校后的良好教学秩

序，教务处、总务处及各教学单位等部门做

了大量准备工作。针对全体师生，各教学单

位多种途径通知，保障师生准时到课率；针

对少部分未能按时到校的学生，相关课程教

师通过现场直播、观看录播+在线答疑等多种

形式，线上线下无缝对接，方便学生学习。

教务处对所有教室多媒体设备进行了全面检

修，更新了教室信息牌；总务处按疫情防控

要求，对教学区进行了全面清理与消毒。

             (教务处 张旭利 李春平）

3月24日，召开第六次处长办公会，会上相关人员就一教三间教室多媒体改造项目增加桌椅事

宜、北京林业大学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服务商遴选事宜、谢子龙等7名学生学籍异动事宜进行了

汇报，会议同意以上汇报内容。会上，处长黄国华就班子工作推进方式提出了意见及建议。

3月26日，召开第七次处长办公会，会上相关人员就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本科生转专业结

果、房子乔等6名学生学籍异动事宜、《创业基础》课程成绩认定事宜进行汇报，会议同意以上汇

报内容。

2021年3月份，教务处各科室完成以下工作：

现代教育管理中心：沟通在线开放课程，完成一教教室改造调研，处理师生账号问题；

学籍管理与注册中心：完成学生转专业；沟通毕业生照片补充采集，处理学生学籍14人；

梁希实验班管理中心：完成梁希班加选课工作，完成39项大创项目报销申请；

教学研究科：推进课程思政、美育相关工作，完成新文科申报，汇总、申报教学成果奖；编

排《教学教务参考》73、74期；

实习实验教学管理中心：整理论文校外投稿68篇，制定北京林业大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自评估方案，完成毕业论文（设计）管理规定；

教学计划与教材科：完成7个学院171条教学计划系统调整，修改人才培养方案文本，收集整

理国家林草局“十四五”规划教材申报教师政审材料；

教学运行管理中心：办理学生课程加选480次、退课40次、调课15次，完成2021年暑期学期相

关工作，下发2021-2022-1学期课程任务，办理教室借用103次；

学生考试中心：完成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语竞赛报名，办理课程免听、免修审核20余

门，处理民族生分数折算表42份；

综合办公室：修订《北京林业大学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汇编》，印刷补考试卷188份，完成2021

年采购计划申报，组织会议5次，补办学生证72个，编排《北林教务动态》66、67期。

3月30日，处长黄国华对近期工作做以下安排：1.关于转专业后续，各学院应安排专人逐一核

对转入学生课程情况，指导学生补选、退选；2.关于学生名单，各教学院长应及时将本院转出学

生名单、转入学生名单和各类学籍异动报送给学院领导及有关专业负责人；3.关于本学期教学，

各教学院长应加大听课力度，关注实践教学，关注毕业班有关工作，安排导师尽快推进毕业论文

（设计）工作，推进学生按期毕业。

工作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