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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新形势下研究生网络思政工作创新的目标导向研究 

13.大学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机制研究 

14.高校研究生对本科生科研创新引领模式探究 

二、教学实践：体系构建的制度文件及新闻报道 

（一）“全员育人”三支教学队伍建设相关实践 

1.导师教学实现“点”领航 

（1）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立德树人”德育导师评选 

（2）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立德树人”德育导师大讲堂 

（3）青年教师担任研究生辅导员，引领科技报国 

（4）《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关于加强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

工作中作用的实施意见》（北化大党发﹝2017﹞37号） 

（5）《北京化工大学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实

施办法（试行）》（北化大党发﹝2021﹞41号） 

2.朋辈教学实现“线”贯穿 

（1）北京化工大学博士生校长奖学金获得者风采展示 

（2）依托科研团队优势、学科平台特色成立北京化工大学研究

生纵向党支部 

（3）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和“研究生党员标

兵”创建工作（简称研究生党建“双创引领计划”） 

3.组织教学实现“面”覆盖 

（1）举办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高级团校 

（2）成立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党员骨干培养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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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立北京化工大学博士生讲师团 

（二）“全方位育人”重点构筑三级教学圈层 

1.深入挖掘优秀典型，构筑身边榜样“形成圈” 

（1）“立言新时代、敢想敢发声”主题微宣讲 

（2）“党员请出列”系列专题推送 

（3）“我和我的祖国”研究生主题党日活动 

2.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构筑中国故事“传播圈” 

（1）学习贯彻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2）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

动 

（3）“使命在肩青春梦，奋斗有我家国情”主题教育活动 

（4）2020 年研究生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 

（5）“我听亲人讲‘四史’”研究生主题征文活动 

（6）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仪式暨“永远跟党

走”主题教育首场报告会 

（7）“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党课 

（8）“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专题报告 

（9）郑强教授讲“人生理想与家国情怀” 

3.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构筑思想引领教学“延伸圈” 

（1）研究生党员骨干“四史”云课堂 

（2）“青春献礼建党百年”快闪活动 

（3）“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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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建国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

（5）系列红色电影展播活动

（6）红色教育基地沉浸式课堂

（7）忆峥嵘岁月，看国富民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

年海报作品展 

（三）“全过程育人”重点实施三个攻坚行动

1.强化协同教学、加强体系建设、强化家国情怀教育理念

（1）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高品质论坛讲坛体系

（2）北京化工大学中外研究生交流论坛

（3）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博学论坛”

（4）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奇做“从何为基础研究谈起”专题报告

（5）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中林做“从接触起电到双电层的形

成”专题报告 

（6）《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参加学术及德育活动管理办法》（北

化大校学发﹝2018﹞18号） 

2.创新培养模式、改进教学方法、拓宽家国情怀教育途径

（1）党员先锋工程实践

（2）“神州行”就业实践 

（3）“红色 1+1”共建实践 

（4）“化雨”研究生青年志愿服务队 

（5）研究生党员先锋岗

3.延伸教学课堂、打造拓展课堂、搭建家国情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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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就业创业指导体系 

（2）《选调生、京考行测备考及报考指导》培训 

（3）“天辰杯”创新创业大赛年度总决赛 

（4）“巴斯夫杯”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总决赛 

三、育人实效：人才培养成效及相关荣誉表彰 

（1）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 2019 级研究生曹洋入选全国高校

“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 

（2）北京化工大学化研 1806 党支部获评教育部第二批新时代高

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称号 

（3）北京化工大学机研 1802 党支部、化研 1803 党支部、马研

1801党支部曾荣获北京高校红色“1+1”示范活动优秀奖。 

（4）研究生党员先锋实践团队荣获团中央“三下乡”实践成果

“最具影响好项目”、“青年服务国家”首都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优秀团队。 

四、成果推广：成果奖项、主流媒体宣传及国内高校对成果

的推广 

（1）家国情怀培训体系建设成果荣获北京高校“三全育人”优

秀成果二等奖 

（2）中国科协授予“北京化工大学‘立根铸魂家国梦，立志立

言报国行’宣传教育基地”称号 

（3）人民日报、头条新闻、北京市教委、中国研究生、中国大

学生在线等 40 余家媒体报道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爱国主义教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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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宣讲活动 

（4）北京高等教育、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中国研究生

等报道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参与一线防控先进事迹 

（5）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果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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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概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梦的实现迫切需要心怀“国之大

者”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围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

部署，为“大思政”育人格局下加强研究生家国情怀培育体

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研究生教育

始终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只有把以

家国情怀培育为核心的教育体系贯穿于研究生教育教学的

全过程，才能真正实现百年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教育始终坚持“四

为”方针，始终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始终坚守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培养研究生心怀“国之大者”、

树立鸿鹄志向，引导研究生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中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 

学校结合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集中研讨会，系统

性提出了“大思政”格局下研究生“铸魂育人”家国情怀培

育体系的建设方案，连续三年作为年度重点工作全面推进。

以厚植研究生家国情怀为教学目标，立足我校“三全育人”

实践着力点，全面构建了研究生家国情怀培育体系： 

从“大思政”格局视野出发，凝聚“全员育人”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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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支专职为主、专兼结合的家国情怀教学队伍：推动

点、线、面的多角度立体式带动教学，导师教学实现“点”

领航，朋辈教学实现“线”贯穿，组织教学实现“面”覆盖。

突出“全方位育人”优势，构建了基于家国情怀创新人才培

养的三级教学新模式：深入挖掘优秀典型，构筑身边榜样教

学“形成圈”，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构筑家国故事教学

“传播圈”，充分发挥党员先进性，构筑思想引领教学“延

伸圈”。优化“全过程育人”体系，大力实施家国情怀培育

体系建设攻坚行动：强化协同教学、加强体系建设、强化家

国情怀教育理念，创新培养模式、改进教学方法、拓宽家国

情怀教育途径，延伸教学课堂、打造拓展课堂、搭建家国情

怀教育平台，形成育人合力，让家国情怀入耳入脑入心。 

经过五年多的实践探索，取得了一系列的教学成果。家

国情怀培训体系建设成果荣获北京高校“三全育人”优秀

成果二等奖，“立根铸魂家国梦，立志立言报国行”被中国

科协授予首批示范宣传教育基地，荣获校级优秀教学成果 3

项。研究生党支部获评教育部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

量创优“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称号，三个支部荣获北京

高校红色“1+1”示范活动优秀奖，培养了 680 余名北京市

优秀毕业生。承担北京市和校级研究项目 6 项，发表研究论

文 14 篇，先进教学方法及教学成果曾获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头条新闻、中国大学生在线等 40 余家媒体的报道，也



9 
 

得到教育部《一线采风》栏目、北京市教委、中国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北京高等教育、中国研究生等平台的宣传报

道，并推广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多所高校。 

二、成果解决的主要问题和采取的方法 

 

图 1 成果解决的主要问题和采取的方法示意图 

（一）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本成果解决了传统教学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解决了教学队伍力量薄弱，

“全员育人”自觉性不足的问题。为解决在“大思政”格局

下，依赖思政课教师作为思政队伍主要力量已经不能满足

“全员育人”的实际问题，本成果充分发挥研究生德育导师、



10 
 

思政课教师、辅导员等的合力，打造全员育人共同体。第二，

解决了教学形式刻板单一，“全方位育人”协调性不够的问

题。本成果改变传统课程体系下的研究生家国情怀培育多为

照本宣科的单一模式，提高授课对象的兴趣度、认同度和获

得感，发挥教育教学应有的价值和重要作用。第三，解决了

教学平台空间有限，“全过程育人”契合度不高的问题。本

成果把理论学习同实践结合起来，把“学校小课堂”同“社

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增强了“全方位育人”的协同效应，

提高了教学质量和育人成效。 

（二）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凝聚“全员育人”合力，固化形成了一支专职为主、专兼结

合的家国情怀教学队伍，破解“全员育人”自觉性不足的问题 

 

图 2 破解“全员育人”自觉性不足问题的示意图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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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广大研究生要

有崇高而远大的理想信念。而树立鸿鹄志向和远大抱负的关

键是要坚定“四个自信”。成果通过点、线、面的多角度立

体式带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展现的中国

行动、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有机融入研究生家国情怀培育

中，让学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使命拥有更为立体、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导师教学实现“点”领航。针对研究生导师负责制的培

养特点，学校一方面大力树立“立德树人”先进导师榜样，

又对触碰红线的导师敢于“亮剑”。在打造一流的导师队伍

基础上，从制度约束、硬件支持、软件保障等层面，充分调

动导师参与研究生家国情怀培育的热情和动力，把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落到实处。学校连续三年评选研究生“立德树人”

德育导师，充分发挥优秀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 

朋辈教学实现“线”贯穿。学校在传统的研究生党支部、

团支部及班级设置基础上，创新性地设置跨年级、跨班级的

纵向单元。具体而言，打破横向界限，以科研团队为主，以

政治硬、业务强的学科带头人为主要负责人，便于高效、及

时地开展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思想阵地

建设。 

组织教学实现“面”覆盖。充分发挥党员骨干班、博士

生讲师团等的组织育人功能，多角度全覆盖开展大讨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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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围绕中国成就与世界局势，及时更新培训课程设置，既

引入振奋人心、可歌可泣的中国故事，以情动人，又引入风

云激荡、变幻不定的国际比较，以理服人。通过中外对比，

向广大研究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讲明、讲深、讲透，进而激发其对坚定不移跟党走的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2.突出“全方位育人”优势，构建了基于家国情怀创新人才培

养的三级教学新模式，破解“全方位育人”协调性不够的问题 

 

图 3 破解“全方位育人”协调性不够问题的示意图及照片 

深入挖掘优秀典型，构筑身边榜样教学“形成圈”。 充

分挖掘身边的榜样故事，聚焦校园内所涌现出的先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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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管理人员、一线教师及优秀学子等的典型事迹，以自述、

他述的方式全面呈现出来，使学生认识到家国情怀并非遥不

可及而是就在他们身边。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构筑家国故事教学“传播圈”。

学校始终坚持“身心发展与学术研究并肩、学术理想与家国

情怀并重”的理念，以协同创新、跨越发展为主线，致力于

实施“立根铸魂家国梦，立志立言报国行”研究生学术创新

引领工程。形成了以院士讲坛、环球青年英才论坛暨中外研

究生交流论坛、足迹讲坛、诚信讲坛为核心的高品质论坛讲

坛体系，共开展学术报告 2000 余场，引领研究生参与 10 万

余人次，推动形成了良好校风学风建设生态。 

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构筑思想引领教学“延伸圈”。 

以研究生喜闻乐见的形式，综合运用新媒体技术手段制作生

动的微视频、歌曲等形式贯通历史与当代，通过时空对话，

梳理历史发展脉络，使研究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

的初心使命，领悟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脊梁，感受中国

人民蓬勃向上的民族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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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化“全过程育人”体系，强化协同教学、创新培养模式、

延伸教学课堂，实施家国情怀培育体系建设攻坚行动，破解

“全过程育人”契合度不高的问题 

 

图 3 破解“全过程育人”契合度不高问题的示意图及照片 

强化协同教学、加强体系建设、强化家国情怀教育理念。

家国情怀教育的核心是筑牢思想根基，家国情怀教育的重点

是涵养鸿鹄志向，家国情怀教育的途径是壮大主流声音，家

国情怀教育的目标是落实报国行动，这些都凝结在家国情怀

的教育理念之中。学校凭借在线课程资源，积极开展线上授

课、线下拓展等教学活动，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通过整合

校内外优质资源，建立起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 

创新培养模式、改进教学方法、拓宽家国情怀教育途径。

各学院结合专业特色和学科特点，向学生讲好家国情怀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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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生命学院将学院在病毒学及生物安全领域科技攻关事迹

为讲课内容，使学生树立专注基础研究的“顶天”科研志向；

化工学院围绕“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第一线上”展开课堂大

讨论，重点以学院科研团队得到中央批示肯定的可重复利用

口罩技术，使学生树立聚焦国家重点需求的“立地”科研志

向；机电学院依托学院 3D 打印技术在疫情阻击战中的作用，

召开线上学习分享，使研究生树立大国创造的工匠志向。 

延伸教学课堂、打造拓展课堂、搭建家国情怀教育平台。

学校将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一本生动的“教材”，依托基地

建设实施“铸魂育人”家国情怀培育工程。一是加强思想引

领，讲好爱国主义“立德”课。成立博士生讲师团，用青年

人的声音讲述青年人自己的故事。二是凝聚奋斗力量，讲好

爱国主义“立志”课。党支部开展以“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为主题的主题党日活动，以“疫”为机，向研究生讲透如何

在时代浪潮中树立远大梦想，如何在历史事件下做到奋发有

为。三是宣传先进事迹，讲好爱国主义“立言”课。 “党

员请出列”“学院研工组在行动”系列抗疫事迹专题宣传，

鼓励各学院结合专业特色和学科特点为抗疫助力，向学生讲

好爱国主义立志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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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得主要成效和成果推广应用情况 

（一）创建“三全育人”研究生家国情怀培育体系建设的“示范

区”  

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家国情怀培育系列成果受到中国

科协的肯定，并作为首批示范基地被授予“立根铸魂家国梦，

立志立言报国行”宣传教育基地称号。家国情怀培育体系成

果获北京市“三全育人”优秀成果二等奖，校级优秀教育教

学成果一等奖，入选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

目、德智体美劳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人民日报、头条新闻、

北京市教委、中国研究生、中国大学生在线等 40 余家媒体

报道了我校研究生爱国主义教学系列“云端”宣讲，视频播

放量 2 万余人次，宣传阅读量达 12 万余人次，在各高校学

生党员群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教育部“一线采风”栏目报

道我校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相关庆祝活动；疫情期间，我校

参与一线防控的研究生近百人，累计出勤近千人次，累计捐

款 6 万余元，研究生党员的优秀事迹被光明日报、济南都市

新女报等的采访和报道，研究生师生党员同心同力战疫情的

相关事迹得到北京高等教育、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等

的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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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大思政”育人格局下研究生家国情怀引领的“桥头

堡” 

该成果自 2016 年开始应用以来，累计受益研究生达

18000 余人。成果实施以来，有千余名毕业生赴基层入主流，

选择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就业，学校共培育了 70 名北京市三

好学生、25 名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680 余名北京市优秀毕

业生。以 2020 年为例，我校共有 8 只队伍入围中国国际“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比赛，并荣获三等奖。

北京化工大学机研 1802党支部、化研 1803党支部、马研 1801

党支部曾荣获北京高校红色“1+1”示范活动优秀奖。研究

生党员先锋实践团队荣获团中央“三下乡”实践成果“最具

影响好项目”、“青年服务国家”首都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优秀团队。化研 1806 党支部获评教育部第二批新时代高

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称

号，文法学院 2019 级研究生曹洋入选全国高校“百名研究

生党员标兵”。 

（三）打造“大思政”育人格局下研究生家国情怀云端教学的

“主阵地” 

北京化工大学依托研究生“网络育人”实践项目，孵化

了一系列“云端思政”教学模式成果，包括“我和我的祖国”

快闪形式、“青春献礼建党百年”云端合唱的“唱起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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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党员请出列”系列抗疫事迹专题推送、“立言新时代、

感想敢发生”云端微宣讲、“以大历史观读懂百年党史如磐

初心”微党课的“讲起来”新模式；以“奋进正青春、助跑

新时代”研究生青跑线上打卡、“寻访历史印记，激扬家国

情怀”寻访革命圣地微视频的“做起来”新模式，以丰富多

样的形式吸引广大研究生参与其中，引导其从思想上坚定信

念，从业务上掌握本领，在学思践悟中接受家国情怀教育。 

（四）创设“大思政”育人格局下研究生家国情怀教育的“大课

堂” 

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家国情怀教育“大课堂”的教育教

学队伍由 42 位教师组成，其中 10 位为研究生辅导员，32 位

为青年教师，全部为共产党员，全部拥有博士学位，7 人为

正高级职称，22 人为副高级职称。 

 

图 3 “大思政”格局下研究生家国情怀“大课堂” 

学校通过每年选树一批研究生“立德树人”德育导师及

开展“立德树人”德育导师大讲堂的方式，将导学思政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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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有机结合，至今已有 26 名研究生导师获得该荣誉称

号，每年平均举办大讲堂 5 场。“大课堂”的教学内容采用

以研究生微宣讲为主，大师讲堂、理论研修、红色走读为辅

的“微宣讲+”教学法，激发研究生带头读经典、啃原著、

用原理、敢发声、做贡献的热情，与北大、清华等十余所高

校、数十家企事业单位、援鄂医疗队、社区、农村基层党组

织开展线上线下的家国情怀教育教学活动，辐射 5000 余人

次研究生。项目教学团队共发表教研论文 14 篇，主持北京

市和校级研究项目 6 项，成果推广应用得到同行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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