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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公布课程思政示范项

目名单的通知》（京教函〔2022〕55号），我校申报的5门本科课程“风景园林设计(双语)”“地

质地貌学”“经济林栽培学”“草坪学”和“食品工艺学”全部获评北京市普通本科教育“课程

思政示范课程”荣誉称号，授课教师和教学团队入选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

我校2021年北京市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入选名单我校2021年北京市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入选名单

（普通本科教育）（普通本科教育）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 教学名师和团队教学名师和团队 所在单位所在单位
风景园林设计(双语) 刘志成、郑曦、张云路、王博娅、

张晋石、郭巍、许晓明
园林学院

地质地貌学 王云琦、王彬、程一本 水土保持学院
经济林栽培学 苏淑钗、张凌云、侯智霞、孙永

江、杨清、孟冬、曹一博
林学院

草坪学 尹淑霞 草业与草原学院
食品工艺学 孙爱东、张柏林、甘芝霖、贾国梁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近年来，学校党委高度重视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积极落实《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先后出台《北京林业大学关于实施本科课程思政的十项规定》和《北京林业大学贯彻落实<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实施方案》。自2017年获批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难点攻关项目

起，学校按照“项目研究”与“课程思政建设”一体化设计、同步推进的原则，以项目研究带动

课程思政建设，从6门试点课程到425项课程思政教研教改专项课题立项，再到2021年正式挂牌课

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遴选41个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优秀案例，我校课程思政持续向全面、纵向、

精细方向发展。

学校将以此次北京市课程思政项目获批为契机，进一步完善课程思政课程建设，不断提升教

师育人意识和能力，引导广大教师做教书育人的“大先生”，着力在挖掘并融入思政元素上下功

夫，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主流价值观念的熏陶，让价值引领更有力度，让知识传授更具温度

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简介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简介

1.课程名称：风景园林设计（双语）1.课程名称：风景园林设计（双语）

该课程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国家一流本科专业——风景园林专业的核心课程。

课程思政理念和建设目标为：在教学过程中秉承校训“知山知水，树木树人”教学理念，服务首

都建设，努力做到厚植社会主义理想。以知山知水，利国为民为核心，坚持把立（下转第四版）

我校5门本科课程入选北京市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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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安黎哲带队走访学院本科教学工作
3月8日上午，校长安黎哲到生态与自然

保护学院、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走访调研，

听取学院教学工作情况汇报，并对重点工作

进行部署指导。教务处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

员陪同，学院领导、专业和教研室负责人参

加了调研会。

在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安黎哲听取了

本科教育教学思想大讨论、本科人才培养方

案修订、在线教学开展情况和生态学本科专

业建设规划的工作情况汇报，对学院多项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我校生态学学

科实力雄厚，生态学新专业获批后，学院要

以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为引领，依托学科优

势，在人才培养、专业发展和学院建设等方

面争取新进展、新成效。他强调，学院要抓

住雄安校区建设的重大发展机遇，提升特色

学科建设水平，加强专业建设内涵，注重构

建高质量教材体系和课程体系。

在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安黎哲听取

了新学期在线教学开展情况、本科教育教学

思想大讨论、2022版培养方案修订进展和学

科专业建设构想的工作情况汇报，他高度肯

定了学院在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方面取得的成

效，学院紧紧围绕着“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目标，实现了教书向育人、教学向教

育的转变。他表示，学院重视产学研协同育

人机制，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培育精英人才和领军人才至

关重要。他要求，在新的发展历史阶段，学

院要做好专业布局，创新工作方法，提高优

质人才吸引力。

会上，教务处处长黄国华同参会人员就

各项工作汇报情况进行了研讨和交流。他表

示，教务处将认真研究、大力支持学院的各

项教学工作，在新学期全力落实学校工作部

署，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教务处 张旭利 张艺潇 王毅力）

我校顺利完成2022年上半年北京市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组考工作
3月12日，北京林业大学考点2022年上

半年北京市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顺利完成。

安黎哲校长担任考点主考，指导教务处、党

政办、保卫处、综合保障部（校医院、物业

服务中心）、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及学

生处，与全体考务人员、安保人员、疫情防

控人员共同努力，顺利圆满完成本次组考工

作。安校长在考务指挥室，与市教委领导及

指挥中心通过网络会议连接通话，汇报我校

组考情况。

本次考试我校考点共承担三个时段32个

考试科目124个考场的组考任务，考生共1931

人，其中校内考生841人，社会考生1090人。

为最大程度避免社会考生和校内考生、教职

工等人员交叉接触，本校考生在一教考试，

社会考生在二教考试，设置12个疫情防控备

用隔离考场。

自2020年起，受新冠疫情影响，教师资

格考试组考难度增加，常规考务组织工作之

外增加了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本次考试在

北京市新冠疫情处于上升态势背景下按期开

展，我校严格落实本次考试北京教育考试院

发布的通知精神及考务防控会的各项要求。

我校成立了由安黎哲校长任组长的2022年上

半年北京市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工作领导小

组，本着“提前部署、落实职责、及时防

范、妥善处置”的工作原则，制订了严谨细

致的工作方案、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

案，多部门协调，分工明确，提前设置备用

隔离考场,确保全员防护到位、各考试场次结

束立即消杀防疫到位。校医院负责人带领2位

医护人员全程现场保障师生身体健康。学校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做好组考防疫保障,配足防

疫物资，安排考务及监考人员166人、安保及

疫情防控人员26人，全员培训合格后上岗。

东升派出所和学院路街道积极安排驻校民

警、交通协警，进行考点周边秩序维护，为

考生营造安全考试环境。

面对突如其来的降雨，学校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确保考生及时入校，顺畅入场。为

保障考生安全考试，尽量减少校外考生因吃

饭、等候等可能与外界接触的疫情风险，我

校为上下午连续考试的校外考生提供了相对

隔离的休息场所，安排食堂提供午餐送餐服

务，彰显北林人文关怀。

考试结束后，按防疫工作指引，学校为

所有社会考生所在考场的考务和监考人员组

织了集中核酸检测。

           （教务处 曹晓庆 李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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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至今，春季学期前两周本科在

线教学平稳有序。开学前后，校长安黎哲多

次前往各教学单位考察本科在线教学准备工

作，并在线听课，强调各部门各教学单位

要凝聚合力，为师生在线教学做好技术支持

和全方位的保障，要为冬奥志愿者、无法按

时返校等学生制定精准化的方案。截止3月

4日，我校本科在线开课2030门次，学生累

计上课143441人次，教师用心教，学生用心

学，“云端”课堂精彩非凡，别具特色。

开学前，教务处落实学校党委部署安

排，研制印发了《北京林业大学关于2022年

春季学期1-4周本科在线教学有关工作的通

知》，系统部署了本科在线教学，做好充分

动员协调，保障在线教学与课堂教学实质等

效。同时，教务处为冬奥志愿者提供全方位

支持，制订《冬奥志愿者教学工作方案》，

提供“一对一”学习安排，让志愿者全身心

投入到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志愿服务中，为

国家贡献北林力量。

学期伊始，教务处采集汇总了1-4周所

有课程在线教学链接信息，校长安黎哲、教

务处负责人、各学院负责人在线开展教学检

查，强化课堂质量监督。本科教学督导组召

开例会，组织开展在线听课，反馈教师普遍

认真教学、在线课堂秩序井然。各教学单位

组织专班，加强课程运行管理，提供技术支

持，及时为师生解决困难。教务处与各教学

单位协同联动，成功保证了大规模在线教学

的顺利开展。

2020年，北林师生共同打造了“网联

八方连心连线”在线教学“北林模式”。今

天，广大师生能更加自如地进行在线教学，

理论课、实验课、实习课、体育课如期开

课，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有序推进。

虽然地处天南海北，但师生携手从冬天

走进春天，在“云端”开启思想碰撞，心与

心的交流，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北林师生的

心声吧！

林学院高露双老师说，有了两年在线授

课经验，今年“主播”更加得心应手。提前

建立课程群，细致调研学生学习方式和先导

知识，分享预习资料、自学指导手册和实验

训练手册等。学校技术培训和建群服务，为

在线教学顺利开展提供后勤保障，丰富的授

课材料、多样的授课模式和先进的虚拟技术

更为在线授课质量保驾护航。

园林学院王博娅老师表示，采用“课

前协调-课中讨论-课后反馈”，保证“风景

园林设计”在线教学高效推进。课程组充分

利用线上教学优势，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分

享展示，结合同学们身处各地，分工合作，

完成课程调研和案例分析，增加了课程趣味

性、调动了同学积极性。

水保学院程一本老师表示，同学们在

线学习非常认真，课下也一直通过微信、慕

课、虚拟实验室等平台研讨提问，体现出来

学习热情与纯粹的线下教学是不同的，我相

信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必将成为今后主要的

教学方式。

马克思主义学院郄汀洁老师说，开学恰

逢冬奥会闭幕式，“形势与政策”通过双奥

之城、开闭幕式上中国元素以及奥运冠军等

事例，让同学们见证祖国强大同时，不断夯

实学业、不负青春韶华，不负时代重托，做

好社会主义接班人。

体育教学部吴马老师说，我们提前备

课，准备讲授动作技巧要领等，让同学们能

更有效地进行体能训练和专项学习。鼓励学

生打开摄像头，积极参与到课堂互动，及时

对学生进行指导，纠正错误动作，保证每位

同学都能听得懂、学得好。

工学院史之欣同学说，在线课堂上我们

积极互动，课前充分预习，课后及时复习，

掌握知识。疫情时期，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去

学习奋斗，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理学院刘昱君同学说，刚刚结束冬奥志

愿服务，网上授课让自己迅速切换到学习状

态，让隔离生活丰富高效。老师们利用线上

授课优势，将数学相关理论知识生动化形象

化，同学们游刃有余地参与线上互动，思维

火花碰撞不因地处两方而停滞，大家齐心努

力，以最佳状态静候春暖花开相见时。

环境学院周锦寒同学说，通过讨论区、

微信群能够充分和老师交流和同学研讨，线

上教学还有课程回放，为课下学习复习提供

了极大的帮助！

草学院冬奥志愿者赵纯宝和陈超超表

示，老师线上详细的讲解结（下转第四版）

北林师生的“云端”课堂别具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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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学校春季学期开学返校有关工作要

求，本学期1-4周本科生按期开展在线教学，

与以往开展在线教学不同的是，部分教师选

择了在教室开展直播教学。

首批国家级线下一流课程主讲人、北京

市教学名师张志翔教授承担的《树木学》课

程、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李华晶教授承担的

《创新创业管理》课程均选择在教室直播授

课。一场场课堂实景的在线教学精彩呈现，

师生教学场景又回到了教室，熟悉的讲台、

讲桌和板书让师生倍感亲切。

据统计，开学前四周，在直播教室授课

的教师22位，共27门课程授课201次。为做好

线上教学筹备工作，方便教师在教室开展线

上教学，寒假期间，教务处在学研10间教室

安装了专用摄像头、全向麦克等设备，对直

播常用软件进行了升级，并安排专人全程做

好技术支持及服务保障工作。目前在线教学

运行平稳，得到了师生的广泛认可。

               (教务处 申磊 尹大伟 ）

直播教室助力实景教学精彩纷呈直播教室助力实景教学精彩纷呈

（上接第三版）合丰富的图片保证了课堂

效果。老师会关切地问我们听课的效果和意

见，感到非常温暖。

目前，学生返校组织工作有序推进，教

务处、各教学单位落实学校部署安排，积极

推进线上线下教学有序衔接，特别是为冬奥

志愿者和其他因疫情无法按时返校学生制定

预案，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精细化的支持和保

障。

   (教务处 张旭利 李靖元 刘逸伦 万璐）

（上接第一版）德树人内化到课程教学的各

个环节，力图实现思政教育与核心专业能力

培养的全过程有机衔接，形成“一大核心、

五大内容、五个平台”的课程思政建设框

架。

2.课程名称：地质地貌学2.课程名称：地质地貌学

该课程为北京市优质本科课程，国家一

流本科专业——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

的核心课程。课程思政理念和建设目标为：

以学生为中心，寻找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

社会需求点、科研点、前沿点对教学反哺，

达到思政教育和知识体系同行，实现价值塑

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相统一，提出以本

为本-科教融合-思政同行的育人理念。培养

学生只有“知山知水”才能更好地“治山治

水”的专业情怀，和“替山河装成锦绣，把

国土绘成丹青”的美丽中国梦的家国情怀。

3.课程名称：经济林栽培学3.课程名称：经济林栽培学

该课程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林学

专业的核心课程。课程思政理念和建设目

标为：充分发挥林学专业特色，结合“两

山”理论，通过讲授经济林在扶贫攻坚、乡

村振兴、生态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中的重要

作用，以我国经济林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以

及知名经济林专家李保国科技扶贫的先进事

迹为典型案例，激励学生坚定服务乡村的信

念，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专业自信，增强

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发

挥专业优势，造福人民、强盛国家。

4.课程名称：草坪学4.课程名称：草坪学

该课程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线

下），是草业科学专业的核心课程。课程思

政理念和建设目标为：以“专业情怀、科学

素养、职业精神”为核心，持续完善课程内

容，改进教学方法，探索构建“三三三”课

程思政建设模式和方法路径，实现思政内容

全覆盖，达成“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

体育人目标。

5.课程名称：食品工艺学5.课程名称：食品工艺学

该课程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食品科

学与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课程思政理念和

建设目标为：立足国家食品安全和健康中国

等重大战略，兼顾林业食品加工特色，用现

代食品加工技术保障食品安全、支撑健康中

国，传承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并通过掌握核

心技术建立民族自信。深入挖掘课程内容蕴

含的思政元素，从国家战略、政策法规、典

型案例等方面建立课程思政资源库；思政内

容贯穿始终，达到全程育人的效果。

             (教务处 杜艳秋  强晓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