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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2021年暑期学期正式开学
7月11日，我校2021年暑期学期开学典礼

召开，骆有庆副校长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会

议采用线下主会场和线上视频会混合形式进

行，研究生院、国际合作处等相关处室负责人

及各学院书记、院长、教学院长、教师代表、

学生代表和教务处全体员工200余人线下主会

场参会，同时全体国际任课教师及教师学生近

300人线上参会。会议由教务处负责人主持，

开学典礼全程使用中英文双语进行，外语学院

南宫梅芳教授担任翻译。

骆有庆副校长代表学校对参加2021年暑期

学期的全体师生及工作人员表示欢迎和感谢。

他向来自全球的任课教师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

况，并指出暑期学期是我校加快和扩大新时代

教育对外开放，建设世界一流林业大学的重

要举措，也是“北林崛起”新征程中应变局、

育先机的先手棋。暑期学期的持续开展，代表

着北林人才培养工作的持续深化。学校将坚持

“面向学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办好暑

期学期，着力培养创新型国际化高质量的时代

新人。

骆有庆对暑期学期提出了三个期望。一是

希望有关教学单位能够以暑期学期为依托，坚

持面向学生办大学，坚持面向世界最前沿，坚

持面向未来育英才，携手打造人才培养高地。

二是向国内外教师提出倡议，北京林业大学希

望与所有授课教师共同把暑期学期作为进一步

深化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全面提升人

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三是希望学生珍惜学习

机遇，做到“三有”，有方法（下转第四版）

7月21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农林教

育分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会长、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王启明，农业农村

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孙法军，学会副会长、秘

书长姜恩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人事司教育培

训处处长邹庆浩，教育部高教司农林医药科教

育处处长高斌，学会副秘书长郝清杰，以及来

自全国150余个单位的代表参会。

我校副校长邹国辉代表学校参加大会开

幕式及分会成立仪式。大会选举产生了高等农

林教育分会理事52名，监事1名，常务理事20

名。通过提名选举，邹国辉副校长与其他五所

农林高校校领导一并当选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高等农林教育分会副理事长。

成立大会之后，举办了“首届高等农林教

育论坛”。我校教务处处长黄国华应邀做了题

为《对接生态文明建设需求   加强新时代林

科人才培养》的报告，报告分享了对于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与理解，

总结介绍了我校在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建设发

展中的“北林思考”和“北林实践”。

                  (教务处   尹大伟  ）

我校邹国辉副校长当选高等农林教育分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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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第一期项目管理员育人实践工作圆满完成教务处第一期项目管理员育人实践工作圆满完成
近日，教务处召开第一期项目管理员育

人实践工作总结会。教务处负责人、相关负

责同志及项目管理员实习生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开始，项目管

理员工作负责人、教务处挂职副处长刘笑非

老师宣读表彰决定，教务处处长黄国华为项

目管理员实习生代表颁发了实习证明，为优

秀项目管理员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

会上，项目管理员代表分别进行了发

言。地信17班的侯瑞同学谈到，项目管理员

的实习工作是一项非常有趣且极富意义的工

作，帮助自己提升了各项办公技能，不断强

化了自身的处事能力及应变能力，增强了自

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全面提升了自己的综合

素质；通过与老师同学们的朝夕相处，增进

了彼此之间的感情，也结识到了更多的朋友

和伙伴。人资17-2班的张飞飞同学谈到，自

己非常珍惜这次实习机会，通过在不同科室

的工作，深入了解教务处是怎么运行的、各

办公室主要是什么职能；项目管理帮助自己

熟练掌握各种办公软件的应用，积累了工作

经验，也和老师们建立了良好的师生情谊，

在教务处的实习体验感很好，收获良多。人

资17-2班的康慧婷同学谈到，实习的这段日

子，不仅是探索未知，进一步了解学校职能

部门的点点滴滴，与老师们亦师亦友，工作

之余在学习生活中给自己指引了方向，自己

深受感染，感谢相遇，感恩每一位为了该项

目付出的老师。

黄国华处长在总结讲话中首先向受到表

彰的同学表示祝贺。他充分肯定了项目管理

员这一形式的育人实践工作，并就该项工作

的开展谈了三点感受。一是对同学们的积极

参与表示感谢。教务处于2020年9月开始策

划用项目管理员的方式，让更多的本科生参

与到教务处的日常工作中，一方面让大家了

解学校教务工作的流程，另一方面是借此尝

试不同的育人方式，让大家在实践中学习本

领，提高水平。第一次尝试实践，就得到了

同学们的支持，并在大家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下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同学们也借此机会

增进了了解，锻炼了能力获益良多。二是对

项目管理员的培养提出希望。本学期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使得这种师（下转第四版）

7月21日，教务处召开2021年暑期学期学

生座谈会，来自不同学院的20名学生及教务

处相关人员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教务处副

处长李春平主持。

李春平对参加座谈会的学生表示欢迎和

感谢。她指出，学校开办暑期学期，旨在开

拓学生视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召集座谈

会是深入了解学生学习需求和研讨课程效果

的需要，是不断完善和改进课程设置及教学

管理效率、进而提高教学目标达成度的重要

方式。她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座谈会上，来自各学院的学生就暑期学

期课程安排、选课、课程设计、课堂教学效

果等方面逐一进行了发言，表达了对所选课

程的切身体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同学们对学校开设暑期学期高度认可，感谢

学校给予深入学习、开拓视野以及与国际接

轨的机会。同学们反馈说，期望开设更丰富

的人文社科类课程，比如《大学生礼仪修养

与口才技巧》很受欢迎；建议学校开设更多

富有学校特色的跨专业精品通识课程，比如

《舌尖上的森林植物》就深受同学们喜爱。

另外，学生建议暑期课程应分层分类开设，

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同时建议保持

课程稳定性，利于下一级同学继续学习。

李春平对学生提出的建议表示感谢，

对提出的疑问逐一进行了回应，并对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给出了一些中肯的

建议。她表示，学校教务处和各学院在工作

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致力于提供更加优

质的资源和服务，创造更好的学习体验。她

希望每一位学生都能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

投入暑期学期，在更高水平的学习中历练自

我，能在暑期学期中做到有所学，有所用，

有所突破。        

                        (教务处 张旭利  李春平  ）

教务处召开2021年暑期学期学生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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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党委教务处党支部热议建党百年大会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隆重举行。教务处党支部全体成员在

会议室集体观看了大会，聆听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

大会结束后，支部党员热议百年大会，

对建党百年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思考。

支部书记黄国华说，2021年7月1日，是

一个令人激动的日子，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这个重大而庄严的日子，回顾百年历程，

我们感谢、感恩党带领中华民族走出罹难，

让祖国和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展

望下一个百年征程，我们要强志气、增底

气，持续奋斗，用“坚强决心、坚强意志、

强大能力”，持续奋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党员李春平说，看现场直播听总书记讲

话，心情激动而振奋。回望建党百年路，是

奋斗史，是奉献史，在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

的新征程中，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无比

自豪，将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牢记初心

使命，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党的事业与追求，

永远感党恩，跟党走。

党员王毅力说，值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之际，观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直播，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内心激情澎湃，为我党百年历程

取得的伟大成就自豪，对实现伟大中国梦充

满信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实现。

党员尹大伟说，百年大党正青春，祝愿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祝愿伟大的祖

国繁荣昌盛！

党员乔转运说，回首100年的风雨历程，

可以这样说，过去的100年是我们党披荆斩

棘、开拓进取的95年，是风雨兼程、成就辉

煌的100年。党在召唤，让我们以崇高的理

想、创新的意识、无畏的勇气展现新时代党

员的智慧、风采和力量，让我们团结一致、

与时俱进、奋勇前行，以忠诚之心跟党走，

以为赤子之心为人民，以奉献之心报祖国!

党员李靖元说，百年风华正茂。今天，

伟大的党迎来了百岁生日，举国同庆，民心

所向。百年来，无数共产党人汇聚在党旗

下，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前仆后继，

矢志不渝，付出生命和智慧，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百年再启征程。

我们将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坚持实事

求是，通过实际行动为师生做好服务，为共

产主义伟大理想奋斗终身！ 

党员齐磊说，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是重大而庄严的日子，回顾百年

光辉历程，感谢党带领中华民族走出困苦罹

难，感恩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展

望下一个百年征程，我们敢于胜利，要将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作为青年党员要为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党员杜艳秋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我骄傲，我是中国共

产党员；我自豪，我是中国共产党员！

党员王敏说，继承发扬伟大的建党精

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

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

负人民，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添砖加瓦，

贡献力量。

党员杜若说，近代以来，面对山河破

碎，生灵涂炭的苦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以血肉之躯，披荆斩棘，重整

山河，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谱写了一首首

可歌可泣的史诗。展望未来，我们要以史为

鉴，怀揣一代代中国人的决心与梦想，敢于

拼搏、敢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努

力面对一切风险挑战。牢记党员初心使命，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赶在一起，风雨同

舟，同甘共苦。

党员所翟说，“亦有星星火，燎原势

竟成；作歌靠少年，努力与天争。”愿承

先辈意志，发复兴宏愿，以青春之我，践行

初心、担当使命，将“小我”成长融入“大

国”复兴的新征程，与时代一起前行，与人

民共同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矢志奋斗，献礼建党百年华诞。

党员范铭铭说，能够在建党百年加入

党组织，我感到特别的幸运（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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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员工作旨在通过参与学校教

育教学项目的管理工作，熟悉国家和学校的

相关方针政策、教育教学项目运行流程与规

则，培养大局观意识，提高沟通交流能力和

统筹协作能力，实现个人综合能力的提高，

从而丰富人才培养的内涵。自2020年10月发

布招募公告以来，吸引点击关注量累计3340

人次，更多学有余力、道德品质优良、有服

务热情的同学参与到了学校的教学管理和服

务工作，不仅可以帮助同学们多角度充实自

己的学习内容、实现课堂外的能力素质，也

对学校各项管理工作起到了良好的宣传示范

效应。

            (教务处 所翟 刘笑非 ）

（上接第一版）有思路、有信心，在此次暑

期学习实践中，学有所获。

教务处处长黄国华介绍了2021年暑期

学期教学安排和往年暑期学期开课情况，重

点就2021年暑期学期课程开设情况、师资队

伍、学生选课等情况进行了介绍。他指出暑

期学期的开办已取得良好的成效，开拓了学

生视野，为本科生提供了接触学术前端、知

晓最新研究方法的机会，也为一流学科评

估、数据监测提供了支撑，实现了我校国际

人才培养与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同步。

来自巴西戈亚斯联邦大学的知名教授

Jadson D.P.Bezerra教授代表教师发言，他

表示非常荣幸加入到北京林业大学暑期学期

教学中，暑期学期提供了与北林教师及学生

进行深度学术交流的机会，并预祝2021年暑

期学期圆满成功。

环境学院李昱蒙代表参加暑期学期的

学生发言，她说暑期学期使学生能够在更大

更广的学习平台上，与国际接轨，与时代接

轨。同时，她向各位学生发出倡议，向各位

领导、老师做出保证，一定珍惜暑期学期宝

贵的学习机会，做到学有所获，学以致用。

会上，骆有庆代表学校教师代表颁发

“荣誉教师”证书。

据悉，北京林业大学2021年暑期学期于

3月中旬启动，经过意向摸底、正式申报、课

程审核、课程安排及学生选课多个阶段。今

年暑期学期共开设56门课程，参与授课教师

达129位，再创新高。校外教师中，既有来自

美国、加拿大、巴西、德国等13个国家的33

位外籍教师，也有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林科

院等国内知名院校的11位教师。满足学生选

课意愿，允许学生填报6个意愿课程，选课人

数达61232人次，选中人数为8191人。 

                  (教务处 张旭利  所翟  李春平）

（上接第二版）生参与、实践育人的培养模

式逐步走上正轨，未来要持续地开展项目管

理员工作，并将其打造成为教务处的品牌，

既培养学生学习知识的能力，也培养学生融

入社会的能力。三是表达离别的祝福。“一

入教务门，一生教务人”，不管在教务处工

作多长时间都是教务处大家庭的一员，欢迎

大家随时回来交流，也希望多宣传教务处的

工作，通过大家的努力吸引更多人加入，最

后祝愿大家的未来发展越来越好。

据悉，为进一步深化管理育人职能，加

强教学与学生联系，北京林业大学教务处将

在每年新学期初，面向全校本科生、研究生

公开招募项目管理员。

（上接第三版）兴奋和激动！怀揣着7月1日

早上观看了我们党的百年庆典，学习到在新

的征程上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新的征

程上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

为师生服务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负时代、

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青年职员南冬冬说，祝伟大的中国共

产党生日快乐。百年风雨历程，筚路蓝缕，

百年风华正茂，光彩夺目；青春逢盛世，奋

斗正当时，我更应撸起袖子加油干，爱党爱

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教务处 王敏 李春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