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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关于公布

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

结果的通知》（教高函〔2021〕14号），我

校申报的草坪科学与工程、家具设计与工

程、生态学3个本科专业获批增设。

生态学专业生态学专业由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申

报与建设，是对接国家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

展宏观战略，应对全球变化影响，服务于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对高层次生态学人才的需求

而设立的本科专业。该专业依托生物学、生

态学学科，面向国家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

程、全球环境变化监测与评价、农林生态

安全与现代林业可持续发展等理论与实践问

题，聚焦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综合治理、生物

多样性保护、自然保护地规范管理与质量提

升等生态文明建设总目标，致力于培养具有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科学和人文素

养、较强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开阔的国际视

野，能够在生态学及相关领域从事自然资源

管理、生态环境评价、国家重大生态工程规

划、生态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及生态

产业发展等方面工作的创新型人才。

家具设计与工程专业家具设计与工程专业由材料科学与技术

学院申报与建设。该专业是以家具与家居产

业的创新驱动、智能制造技术升级、绿色发

展的行业需求为导向，服务建设美丽中国与

美好人居环境的战略目标，响应教育部新工

科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在原有“家具设计

与制造”专业方向的办学基础上新增的专

业。该专业重点针对家具及家居产品的造型

与结构设计、家具材料、家具工艺、智能家

居及智能制造技术、家具生产管理与营销等

全产业链的知识体系，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体现应用性和交叉性，强调工程技术与

艺术设计兼备的特色，注重产教融合。培养

具有良好科学素质、艺术素养、国际视野、

技术及管理知识和创新设计能力，能够胜任

家具及家居产品设计与生产制造、家具及原

辅材料研发与生产、智能家居与集成家居、

技术研发及质量检测、企业管理与营销等领

域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草坪科学与工程专业草坪科学与工程专业由草业与草原学院

申报与建设。该专业以国家战略和行业需求

为导向，以各类草坪绿地的建植与管理为主

体，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培育草坪草新品种，

探索以草为主的生态环境治理途径和方法，

创建以人为本的城市园林绿化新格局，实

现草坪业的稳步发展与产业化。为适应我国

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的需要，该专业注重学

生在草坪工程规划与施工、各类草坪建植与

管理、运动场设计与建设等方面新技术的学

习，培养学生运动场景观工程、裸露坡面植

被恢复工程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能力、制作

草坪景观效果图、策划、撰（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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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获批5个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首批虚拟教

研室建设试点名单，我校通过学校和专业教

指委推荐的5个教研室全部获批。

我校申报的试点建设虚拟教研室均由教

学名师、国家级一流专业负责人、一流课程

负责人等高水平教师担任，依托“国家级一

流专业建设点”或“一流课程”开展建设。

学校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教务处广泛动员，

先后组织各学院参加试点建设工作线上说明

会，开展项目申报摸底工作，研究确定各项

目申报途径，对申报书组织专家修改辅导。

据悉，虚拟教研室是信息化时代新型基

层教学组织建设的重要探索。首批试点虚拟

教研室将探索“智能+”时代新型基层教学

组织的建设标准、建设路径、运行模式等。

通过3至5年的努力，建成全国高等教育虚拟

教研室信息平台，建设一批理念先进、覆盖

全面、功能完备的虚拟教研室，锻造一批高

水平教学团队，培育一批教学研究与实践成

果，打造教师教学发展共同体和质量文化，

全面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

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

和《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在2021年7月启动了试点建设

推荐工作。经各地方、高校及教育部教学指

导委员会遴选推荐，最终全国共计439个虚拟

教研室获批试点建设。

我校入选的虚拟教研室简介：我校入选的虚拟教研室简介：

森林有害生物控制课程虚拟教研室森林有害生物控制课程虚拟教研室，由

11个高校19位成员组成。该虚拟教研室以能

力素质培养为主目标，联合制定培养方案和

教学大纲；探索突破时空限（下转第四版）

我校贾黎明教授获评第三届“全国林业和草原教学名师”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了第三届

全国林业和草原教学名师推荐结果，我校林

学院贾黎明教授名列其中，荣膺本届“全国

林业和草原教学名师”。

根据《关于组织开展第三届全国林业和

草原教学名师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办人

字〔2021〕55号）文件精神，我校组织开展

了“第三届全国林业和草原教学名师”候选

人的遴选与推荐工作。经个人申报、院系推

荐、专家评审、学校研究、公开公示确定了

我校推荐人选。

据悉，“全国林业和草原教学名师”

每两年评选一次，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为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

述，加强林业草原人才队伍建设，激励全国

广大涉林涉草院校教师弘扬高尚师德，潜心

育才树人，争做林草教育领域“大先生”而

授予林业和草原行业教学一线教师的崇高荣

誉。此次共有20名教师获评普通高等院校与

科研单位组林业和草原教学名师。截止目

前，我们共有4位教师获此殊荣。

学校将进一步发挥全国林业和草原教

学名师奖获得者的示范引领作用，调动和增

强教师参与教学、投身“知林爱林”育人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升教师个人及团队

人才培养能力，进一步提高学校本科教学质

量。

贾黎明老师简介贾黎明老师简介：博士，教授，博士

生导师，宝钢教育基金“宝钢优秀教师奖”

获得者，“杨树人工林高效培育”全国林草

科技创新团队负责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

线下课程负责人，首批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教学名师，北京林业大学“五分钟林思

考”课程思政创新实践者。长期承担“森林

培育学”“森林游憩”等本科课程的教学工

作，主要从事用材林与能源林培育理论与技

术、生态林与城市森林培育理论与技术等研

究。现任北京林业大学国家能源非粮生物质

原料研发中心副主任、林学院学术委员会主

任、森林培育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兼任中

国林学会森林培育分会副秘书长、无患子产

业国家创新联盟理事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油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等。

                 （教务处 杜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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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圆满完成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圆满完成
新学期伊始，教务处根据《北京林业大

学关于2022年春季学期开学返校有关工作的

通知》安排，落实“如期开学、延迟返校”

的工作方案，在保证在线教学质量的同时，

顺利完成了学生延期返校期间转专业工作。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为简化工作流程，

提升工作效率，充分考虑转专业学生及早进

入新专业学习的需求，克服学生未返校的实

际困难， 2021-2022学年第二学期转专业

工作全部通过教务系统线上办理。截止3月4

日，经过学生线上申请、转出学院审核、校

内有关部门基础资格审核、转入学院考核、

学生本人确认学籍异动等系列工作，本学期

共有230名本科生通过审核，成功转入新专业

学习。至此，我校2022年春季学期转专业工

作圆满完成。

近年来，学校不断完善转专业管理办

法，加强转专业工作信息化建设，构建以学

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和教学管理服务体系。

一是转专业申请零门槛，给更多的学生重新

选择专业的机会，真正做到了面向全体学

生，体现了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尊重与支持；

二是增加转专业申请次数，为学生提供多次

申请转专业的机会，激发和调动了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三是转专业全流程线上办理，开

发并投入使用学生转专业线上办理系统，让

数据多跑路，师生少跑腿，学生除现场参加

转入学院考核外，其他流程均可线上完成。 

据悉，自转专业线上办理以来，学院教

师和学生通过多渠道对学校该项办实事举措

予以赞许和肯定，该项目还获评我校党史学

习教育“我为师生办实事”实践活动“最受

师生欢迎” 项目。下一步教务处将总结本次

转专业工作经验，不断完善转专业制度，加

快专业结构调整，促进学生学习与发展，带

动专业建设和学风建设，不断提高本科人才

培养质量。

                      (教务处 所翟 ）

为贯彻落实2022年全国高教处长会议精

神，部署新学期本科教学工作，进一步提升

本科人才培养质量，3月8日上午，学校组织

召开2022年本科教学工作布置会。校长安黎

哲出席会议并对2022年本科教学重点工作提

出要求。

会上，安黎哲带领大家一起回顾了2021

年全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取得的主要工作成

效，肯定了过去一年本科教学工作取得的显

著成绩，并向大家的辛苦努力与付出表示衷

心的感谢。

安黎哲强调，今年上半年要重点做好本

科教学七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入推进本科

教育教学思想大讨论；二是做好本科人才培

养方案修订工作，实施本科树人行动计划；

三是筹备参加新一轮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教学

审核评估；四是以课程体系的优化和建设为

抓手，加强“四新”建设；五是加快我校专

业认证的步伐、提升专业标准化建设；六是

研制印发辅修学位制度，组织学院积极申

报，建设好辅修学位专业；七是准确识变，

全力以赴做好本科招生工作。

安黎哲表示，2022年是一个政治大年，

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建设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

要年份，还是我校建校70周年。处在新的发

展时期，学校高度重视本科教学，今年的本

科教学工作任务繁重，希望大家关心教学、

支持教学、努力教学，一起把我校的本科教

学工作做得更好，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培养更

多北林杰出人才。 

会上，教务处处长黄国华以《奋发有为 

推进本科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分

别从做优重中之重、加强教学建设、深化教

学研究、建强教学核心、加强质量保障、致

力全面发展、完善教学管理、优化生源质量

等八个方面对2022年本科教学41项工作做出

部署。黄国华强调，2022年教务处将坚持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

围绕重点工作强能力，抓好基础工作强发

展，做好日常工作强服务，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能力，用心用情打造具有北林特色的一流

本科教育。

部分学院党委书记，各学院院长、教

学副院长、专业负责人、教学秘书、教务处

（本科招生办公室）全体人员参会。

                (教务处 所翟 尹大伟）

我校召开2022年本科教学工作布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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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动态

2022年2月22日召开第五次处长办公会，会上相关人员就招生办公室2022年预算、李春平加班

费发放事宜、2021年梁希班有关费用发放事宜、2018-2019年教学奖励事宜、徐婧涵等25名学生学

籍异动事宜、教务处各科室2022年度预算、在线开放课程合作协议签定事宜、教材资助事宜、拨

付2022年各教学单位第一批教学经费事宜进行了汇报，会议同意以上汇报内容。会上，黄国华处

长部署了2022年工作要点。

2022年3月4日召开第六次处长办公会，会上相关人员就李靖元加班费支付事宜、课程思政下一

步有关工作、合同模版编制事宜、18-19年本科教学奖励事宜、张帅等10名学生学籍异动事宜、关于

南冬冬、张旭利合同到期考核情况汇报事宜、2021年度考核工作方案进行了汇报，会议同意以上汇

报内容。会上，黄国华处长就强晓琦试用期考核事宜、加强班子建设事宜进行了说明。

2022年3月7日召开第七次处长办公会，会上处领导班子成员就2021年绩效考核指标分配情况、

处内人员岗位调整事宜，班子队伍建设、请假管理办法与加班费值班费管理办法修订事宜进行了讨

论，会议同意以上内容。

（上接第一版）写草坪景观工程设计方案文

本的能力，能在运动场设施管理部门、城市

绿地景观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企业等从事草

坪景观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养护及管

理的复合型人才。

近年来，学校党委高度重视专业结构

调整，研究制定“招生-培养-就业”联动实

施办法，优化专业机构，提升专业培养质

量。本年度我校增设3个新专业、撤销“工

业设计”专业的申请全部获批。接下来，学

校将以此为契机，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以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为

依据，突出专业特色，不断提高专业建设质

量。

                    (教务处 张艺潇 ）

（上接第二版）制高效便捷、形式多样、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全新教学模式；旨在

全面提高教书育人能力，增强教师将现代信

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能力，推广成

熟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

森林培育学课程虚拟教研室森林培育学课程虚拟教研室，由我校

林学院森林培育教研室教师牵头，跨校、跨

地域开展全国性虚拟教研室组建工作，成员

由31所高校43位教师组成，包括中西部多所

院校。该教研室的建立有力提升我国“森林

培育学”教学的整体质量，对林学专业和其

他专业课程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一定的辐射作

用。

风景园林设计虚拟教研室风景园林设计虚拟教研室，由我校园

林学院风景园林专业牵头，来自全国10个高

校36位成员组成，形成跨校、跨地域全国性

虚拟教研室。以“建立完备教学体系，实现

体系化、协作化教学研究，构建多层次梯级

完善的教学团队”为建设目标，协同共建优

质共享教学资源库，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打造教师教学发展共同体的质量文化，

对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虚拟教研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虚拟教研

室室，由我校水土保持学院牵头，来自全国共

20所设置该专业院校的学院负责人、学科负

责人、专业负责人、课程负责人、教学名师

和青年骨干教师等共同参与组建的全国性专

业建设类新型基层教学组织。该教研室以探

索“智能+”和“互联网+”时代新型教学组

织为建设标准、建设路径和运行模式，突破

时空限制、探索优质资源协同打造教师教学

发展共同体，全面提高教师教书育人能力，

提升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的教学质量

和培养平台水平。

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新工科建设虚拟教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新工科建设虚拟教

研室研室，由我校材料学院牵头、由国内5院校及

企业共31人组成。该虚拟教研室为全国林业

工程类专业教研活动提供参考的运行模式，

提升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培养水平，

更好地践行 “新工科”专业建设服务。

                            (教务处 张旭利 李春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