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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果所获主要项目支持

1. 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微”实

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2020）

2. 教育部优秀教学科研团队项目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择优推广计划：基于立

体课堂建设的“基础”课精准教学模式研究（2019）

3. 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立项通知

书（2016）

4. 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课题：高校思政课“立体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创

新研究（2019）

5. 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京津冀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2020）

6. 北京市社科基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研究

（2020）

7. 北京高校优质本科课程重点项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21）

8. 北京高校优质本科课程 “思想道德与法治”；北京高校优秀公共课主讲

教师（2019）

9. 北京高校思政工作研究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行业特色院校思政课

的路径研究（2018）

10.北京市委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京津冀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提升路径研

究（2017）

11.北京市思政工作研究会基层研究课题: 首都高校大学生新时代文化自信

培育路径研究（2018）

12.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创新重大项目：“从教材体系到教学体

系——面向‘大化工’人才培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式教学研究”（2017）

13.北京高校青年教师社会调研优秀成果资助项目: 北京市中小学传统文化

教育的效度调查（2018）

14.北京化工大学优质本科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9）

15.北京化工大学研究性教学示范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8）

16.北京化工大学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8）

17.北京化工大学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研究第十五期重点项目: 新时代

文化自信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2018）

18.北京化工大学教育教学改革课题: 基于新时代·新青年·新课堂的思政课

精准教学模式研究（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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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所获主要奖项荣誉

1. 首届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特等奖（2019）

2. 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影响力提名人物（2018）

3. 全国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方案一等奖（2018）

4.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示范点（2018）

5. 全国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优秀奖（2018）

6. 第一届北京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2021）

7. 北京高校第十一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二等奖（2019）

8. 北京高校第十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三等奖（2017）

9. 第九届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本功比赛决赛二等奖（2017）

10. 首届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微课教学比赛三等奖（2016）

11. 第二批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示范点名单（2017）

12. 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高校思政课“微”实践教学模式构建

（2018）

13.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研究会 2017 年《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基本功一等奖（2017）

14. “在京华大地生动实践”首批北京市级经典教学案例：“怎样理解改革创新

精神——以北京中关村发展为例”（2020）；

15. 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计划（2017）

16. 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称号（2020）

17. 北京高校优秀共产党员（2020）

18. 北京高校德育工作先进集体（2016）

19. 北京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2019）

20. 北京高校先进党组织（2020）

21. 北京化工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毕文锐（2020）、乔瑾（2021）

22. 北京化工大学优秀党员：于文博（2020）、张丽荣（2021）

23. 北京化工大学校级教书育人“最美课堂”2项（2020）

24. 北京化工大学教学名师、青年教学名师（202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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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北京化工大学在线教学示范课程 2门（2020）

26. 北京化工大学第十一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2019）

27.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主题征文

活动二等奖（2017）

28.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奖（2019）

29. 第三届北京化工大学青年教学名师奖（2019）

30. 北京化工大学校级研究性教学示范课程（2018）

31. 北京化工大学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2018）

32. 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高级团校荣誉教师（2018）

33. 北京化工大学优秀共产党员(2020、2018)

34. 北京化工大学第三届“我和我的祖国”微电影评选活动优秀指导教师（2019）

35. 北京化工大学 2017 年“爱国情、爱国行”微电影大赛优秀指导教师(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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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代表性学习成果

思政课教学深受学生欢迎，被誉为“宝藏课程、良心团队、明星

教师”。数据对比表明，学生学习状态、效果、成绩有较大提高，对

课程、教师认同度较高，各方面得到较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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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课堂展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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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爱国征文

一片丹心报家国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 A2014 2020020009 邵虹宇

爱国是中华民族沉淀在骨血中的一种传承，一种精神，一种象征。爱国是一

面飘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永不褪色的旗帜，爱国是一座坚守在江海边塞的平

凡又重要的岗哨，爱国是一个人对自己祖国的一种诚挚的热爱和深厚的情感，是

一个人最原始的感情之一。爱国是我们刻在骨血中的热爱，我永远骄傲，我是一

名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中华上下五千年，既有“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也有

“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陆游，还有“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霍去病……他们的

心中都装着祖国，都装着人民。他们是民族英雄，他们无比的爱国。你知道屈原

投江以身殉国的故事吗？你知道苏武牧羊持节坚守的故事吗？你知道黄继光舍

身炸碉堡的故事吗？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祖国爱得很深，把祖国的尊严，祖国

的利益系于一身，忠诚爱国，以天下为 ，所以他们不畏生死，不惧艰辛，以

大无畏精神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儿女几千

年凝结，积淀起来的对祖国最纯洁，最高尚，最神圣的感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

核心内容。这种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不竭的精神动力和传统美德，是推动我国

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是激励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

光辉旗帜。

我的祖国，高山巍峨，雄伟的山峰历史的五千年长河；暮色茫茫，少年独立

湘江，任凭风云掠过；风狂雨落，坚实的脊柱顶立亿万年的沧桑仍旧从容不迫。

《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流传至今，我们的爱国精神和奋斗精神也是熠熠生辉，我

们优秀的品质也是闪闪发光。在此间，我们的祖国曾风雨飘零，我们的文明曾岌

岌可危，我们的精神曾黯淡无光。但是，一百年的动乱不会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化一朝断流，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有千千万万的摆渡人，一筏抵千浪。从

女娲造人到盘古开天地，从秦统一六国到天下三分三足鼎立，从盛唐繁华到明清

风流，从风雨飘摇的近代到飞速发展的今天，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而他们光

辉闪耀的爱国精神更是传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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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忘不了八国联军侵华的耻辱，也永远记得鸦片战争的残酷，还有抗日

战争的惨烈和漫长。史铁生曾说过：“我什么都没忘，但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

能说，不能想，但又不能忘。”兵荒马乱的一百年，我们不愿说，不愿想，是因

为那段历史太过血腥，太过残忍；但我们同样也不会忘，我们会永远铭记那段历

史。为什么有些外国人不明白中国的孩子那么爱国，因为有些东西深入骨髓，有

些情感代代相传。听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注视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我们

心中蓦然升起一种无比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国旗来说，庄严地飘扬在中华

大地上，便是她最灿烂的时刻；对国旗下的人们来说，无私的奉献便是人生中最

绚丽的光芒。人生苦短，道路漫长，我们不停地走向远方，用积蓄一生的力量，

去迎接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那关键时刻，是一二·九运动在枪口前挺起的胸膛，

是长征火箭冲向太空的身影，是孔繁森倾尽一生心血换来阿里人民觉悟的呼唤，

是解放军用脊梁顶往的长江大堤，是亚运序曲前澎湃在运动员胸中的热血，多少

英杰随历史而去，唯有他们用生命绽放的光芒照耀着这片土地。

今年国庆，我们全班去国家博物馆参观，出来时在国家博物馆前拍照，当时

我们打打闹闹快乐地笑着，我转头时看到了一队士兵踏着正步而来，当时我原本

想喊一下停止拍照让他们过去。可在我不经意转头时，却看到他们却原地立正了。

我没有听到指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士兵们却整齐地停下了，那一刻，我突然间

热泪盈眶，一种骄傲油然而生。这是我们的国家，她安宁和平，没有疫情，阳光

明媚，有人守护着这个国家，有人为这个国家奋斗，有着无数的青年为她奉献一

切。不管是在战乱动荡的年代，还是和平美好的今天，所有的炎黄子孙有一个美

丽的梦想：惟愿国家四海平，圣德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

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无数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无私奉献的民族英

雄至今活在我们心中，古代，有南宋的岳飞，明代的戚继光，郑成功……近代以

来，为了保卫国家，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更是有许多仁人志士为捍卫民族主权

而慷慨就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很多杰出人物，如邓稼先、华罗庚、钱学森等

等，他们放弃国外荣华富贵的生活，回到贫穷的祖国来，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贡

献自己的力量。这些人的光辉形象和他们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永远激励着每一

个中国人奋发向上!读《明朝那些事》时，我对一个人印象非常深刻。杨涟——

一位舍身为国的士大夫，你可以认为他守旧迂腐，因为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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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认为他坚毅不拔，因为他为了理想为了国家奉献一切。我至今任然记得杨

涟所经历的酷刑，可我同样佩服他的坚毅，他是如此的铁骨铮铮，他的爱国，他

的精神，他的平静让以魏忠贤为首的一众宦官感到了害怕。因为他们发现，再多

再残酷的刑罚无法让他低头，杨涟为了他的信仰，为了他的国家，以冷静平淡面

对着黑暗的社会。杨涟平静赴死，留下了一封绝笔书。

“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

“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

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

“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涟即身无完骨，尸供蛆蚁，原所甘心。”

“但愿国家强固，圣德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

“此痴愚念头，至死不改。”

第一次读到这一段时，我哭的稀里哗啦，为杨涟，为东林六君子，为明朝而

哭。东林党人至死不渝的爱国精神光照千秋，一个宦官横行，社会黑暗的年代，

一批为了信仰的士大夫，为了正义的殉道者，以鲜血唤醒了人民，撑起了一个时

代的脊梁。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让几百年后的我们明白了何为忠国爱国；

这种爱国精神，从五千年前留传至今，从投江殉国的屈原，到忠心报国的岳飞，

到逆行支援武汉的白衣天使，爱国融入骨血，精神贯彻脊梁，由此构成了顶天立

地的中华儿女。忠心爱国，千年之下，必将不朽！

爱国就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历朝历代，许多仁人志士都具有强烈的忧国

忧民思想，以国事为己任，前仆后继，临难不屈，保卫祖国，关怀民生，这种可

贵的精神，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衰。爱国的内容十分广泛，热爱祖国的山河，

热爱民族的历史，关心祖国的命运，在危难之时英勇战斗，为祖国捐躯，都是爱

国主义的表现。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

的历史和现实，增强爱国的情感和振兴祖国的责任感，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

顽强拼搏，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明天为

创造祖国辉煌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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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正是由于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勤劳智慧的中华儿

女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我们，要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积极维护祖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祖国

的领土寸土不能丢，不能被分裂侵占；要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提高民族自尊

心和自信心，为创造更加辉煌的民族文化而尽心尽力。

今天，我国已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加入世贸组织使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更

加密切，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推进我国改

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更需要我们不断弘扬爱国

主义的优良传统。

一片丹心报家国，我始终坚信，忠心爱国，千秋万代，永远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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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观影心得

《同心战疫》观后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 A2016 2020020050 史耀琳

今天，我观看了关于疫情的一部纪录片——《同心战疫》，我深有感触。

今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让每个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随着疫情的

爆发，人们逐渐紧张、焦灼、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度过这艰难的时期，与此同

时，国家也进入了高度的紧张状态，几乎在疫情到来的同时，我们国家的政策与

命令也随之而来了，随着号令的下达，全国上下的每一个人都响应国家号召，进

入了抗疫状态，街道上行走的人群少了、来往的车辆也少了，人们都纷纷在家保

持隔离，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响了。

在这场战争中，最令人动容的战士就是从四面八方奔向武汉前线的医护人

员了，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他们不畏困难，不畏牺牲，勇敢地奔向前线，尽力地

医治着每一个患者，给患者精神上的鼓励，鼓励他们面对生活，面对这个世界，

随着患者数量的日益增加，工作量的加大并没有让他们放弃，他们与每一个患者

在一起，与我们的国家在一起共同面对艰难的局面，看着新闻报道中他们忙碌而

坚定的身影，我的内心异常感动，当所有人谈起新冠病毒都闻风丧胆，“退避三

舍”时，只有他们敢于做逆行者，为国家力挽狂澜，这样的勇气与担当，这种医

者仁心、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难道称不上伟大么？在诸多医护工作者中，最令

我感动的还是钟南山院士，他在疫情中建议大家：没什么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

而 84 岁高龄的他却毅然决然地奔赴前线，当看到他在火车上因疲惫而睡着的照

片时，我顿时泪湿眼眶，是怎样的信念与精神驱使他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毅然逆

行？是他身为一个医者对人民的关心与担忧，是他身为中国人对国家的热爱与赤

诚。人民日报评价他有院士的专业，有战士的勇猛，更有国士的担当。是啊，此

次疫情中，钟老的故事打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他是每一个中国人民心目中的

英雄！

这部记录片的第 4集——众志成城也令我印象深刻，这一集让我看到了，不

只是医者，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都在为这场战役的胜利做出自己

的贡献。火神山医院在十天之内从无到有地建成，不禁让人们惊叹，然而，在这

神速的背后，蕴含了中国大众的共同努力。建设者们没日没夜、不辞辛苦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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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们无偿捐助物资，为建设提供物质保障；更有五千多万网友自愿当云监工，

为建设者们加油鼓励，最终火神山医院建成了，它蕴含着每个人的努力，也让我

们看到了面对国难时，我们每个中国人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决心，每个人都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抗疫的最终胜利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然而，正是每

一份微小的力量最终凝聚成了一股强大的中国力量，让我们度过了危机，今天，

在其他国家仍水深火热时，我们的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我们再一次拥有了返

校读书的机会，这与我们国家每个人的付出与贡献都是分不开的，众志成城，在

此次疫情中，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我们中国人的团结精神，也让我因自己是一名中

国人而感到骄傲！

看完这部纪录片，让我在震撼与感动的同时，也意识到了我肩上的责任，我

们国家之所以能在这么短时间内使疫情得到控制，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日益强盛了，

而作为新一代青年，我更要努力奋斗，让我们的祖国更加辉煌灿烂，让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终有一日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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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践教学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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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交流与推广

团队成员受邀参与教材辅导用书和中职国家统编教材编写，入选

“一省一策”思政课集体行动北京市首批经典教学案例。

团队成员在“青椒论坛”、同备一堂课、全国行业特色马院建设

会议等进行教学示范、主题发言 20余次，覆盖受众近 4万人次。

团队成员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作会进行题为《构建

六位一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经验分享。

团队成员参与首都高校思政教师首次组团观摩市政协第十三届

委员会三次会议开幕式，接受采访推广我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环节。

团队成员受邀主讲央视《百家讲坛》，参与《平“语”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节目录制，录制北京日报 APP《微青课·中国之

治精讲》，介绍课程慕课建设成果，相关节目网络播放量累计数十万

次。

未来，我们将不断建强精准教学模式，建好信息技术综合平台，

建成全国创新示范基地，继续以思政课精准教学催生时代和青年的化

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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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高精尖创新中心“青椒论坛”示范课：“新时代与新青年的‘化学反应’”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作会经验材料：

《构建六位一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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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教师“备课会”开到市政协会场 “我要把这份震撼带到课堂上”

《百家讲坛》20201027 英雄赞歌 3 风烟滚滚唱英雄 CCTV-10 科教频道/百家讲坛微信公众

号 2020.10



63

《百家讲坛》20201028 英雄赞歌 4 铁肩膀 英雄胆 CCTV-10 科教频道 2020.10

《百家讲坛》20201028 英雄赞歌 4 铁肩膀 英雄胆百家讲坛微信公众号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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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20201008（第二部）9 北大荒精神 CCTV-10 科教频道/百家讲坛微信公众号/

北京化工大学官微 2020.1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第九集：《百花齐放春满园》 CCTV-1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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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第九集：《百花齐放春满园》

CCTV-1

2021.02

北京日报 APP《微青课·中国之治精讲》 ：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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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 APP《微青课·中国之治精讲》 ：毕文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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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果所获主要媒体报道

教育教学成果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被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

报》、北京卫视等报道 40 余次，形成了可推广的混合式精准教学模

式，在全国产生引领示范作用。

1. 探索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育模式（CCTV-13 朝闻天下 2020.12）

2. 北京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展示活动举办（北京卫视-北京时间

2020.09）

3. 北京化工大学探索思政课教学模式改革——“讲好演活”党史故事（中国教

育报/教育部官网 2021.05）

4. 一线思政课教师有了“百宝箱”（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人民网

2019.05）

5.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北京化工大学全面推进思想政治理

论课改革创新（中国教育报/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 2018.09）

6. 于文博：做乐为、敢为、有为的高校思政课教师（人民网 2019.04）

7. 垃圾分类知识进入首都高校课堂 （人民网/北京日报 2020.05）

8. 垃圾分类 共创文明（学习强国 APP 2020.05）

9. 第五届北京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发展论坛举办（光明网 2019.12）

10.

11. 北京化工大学马院党总支凝魂聚气办好云端思政课（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网 2020.04）

12. 战“疫”彰显奋斗精神 （高校思政网/北京化工大学官微 2020.09）

13. 2020 年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上岗教师培训成功举办（北京思想青年

2020.11）

14. 推动 2020 年全国两会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同备一堂课 （北京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程资源平台 2020.05）

15. 催化新时代与新青年的“化学反应”——首届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

特等奖获得者于文博专访 北京化工大学官网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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