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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名学生参与了

行星科学本科班的招

生报名，却只有 40 名

学生参加了面试，最

终 录 取 的 ，仅 21 人 。

想要走上研究行星这

条路，需要以浓厚的兴

趣为支撑。

“行星科学本科人才培养已经迫在眉睫，不干

不行了。”2020年12月26日，成都理工大学行星科

学英才班班主任李春辉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该校设

立的全国首个行星科学领域的本科班（以下简称英

才班）已完成组班，21位学生将于2021年春季学期

正式开始上课。行星科学学科建设是推动我国成

为深空探测强国和行星科学强国的重要基础。因

此，构建完善的行星科学教育体系势在必行。

成都理工大学先试先行，从零起步进行行星

科学本科人才培养，探索、完善行星科学领域的

教育教学体系，培养更多符合国家战略发展和前

沿科学需求的专业化人才，提升我国深空探测的

科研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行星科学，有的学生认为是去月球“捡石

头”、有些学生以为只是物理或地理的一个分

支……事实上，行星科学是研究行星、卫星、彗

星等天体和行星系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们形成和

演化过程的科学。行星科学以深空探测为主要

研究手段，由地球科学、空间科学和天文学等

学科构成。

对于这门“高大上”的学科，许多学生都想要

尝试一下。

但事实上，行星科学研究生招生与本科有着

很大的不同。行星科学研究生建立在多年学习

的基础上，对这门学科有着较深的了解，能够明

确自身报考意愿，入门后也能一直坚持下去。但

本科学生则有所不同，没有经历过本科 4 年的

“历练”，想要在一开始就走上这条路，则需要以

浓厚的兴趣为支撑。

2020年9月份，英才班面向全校大一新生遴选

约20名有志青年，一共105名学生参与了报名。但

是对这门学科真正感兴趣的学生，连一半都不到。

“自我们开始进行行星科学英才班的校内宣

传以来，有 105人登记报名，近 40人参加面试，最

终录取 21 人。”李春辉告诉记者，105 人报名，却

只有 43 名学生根据要求提交了自我陈述，表明

了实际意愿。

最后，40 名学生参与了学校安排的面试环

节。而此次面试不只是“打个照面”，学校为每位

学生安排了 15分钟的面试时间以及特殊的面试

“50问”。

面试“50 问”是经过多位老师的精挑细选，

问题涉及学习情况、个人能力、性格、生活以及未

来规划等各个方面。“真正能留下来的，是有‘行

星梦’的学生。”李春辉说。

“小时候能望见繁星点点的夜空、《小王子》

中描绘的孤独又浪漫的星球以及电影里令人震

撼的浩瀚宇宙，都令我忍不住想去探索其中的奥

秘。”首届行星科学英才班学员崔馨月说，既然机

会已经到来，她愿尽己所能在这一领域求索，给

理想一个交代。

此次英才班最终组班的 21 名学生中，从日

语专业加入行星科学的邢珪馨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她说：“我跨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专业是因为

我对行星科学很感兴趣，并且国家相关专业人才

较为缺乏，我希望将来能为国家在该领域的发展

贡献一份力量。”

能留下的学生都有一个“行星梦”

目前，我国深空探测事业迅猛发展，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然成为崛起中的深空探测大

国。但是，我国行星科学学科刚刚起步，若没有

系统的人才培养体系，难以与国家深空探测战略

规划的深度实施需求相匹配。

其实，我国对行星科学教育的探索早已开始

萌芽。

2018 年 2 月 8 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科学

学院正式更名为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中国科

学院院士、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科学

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吴福元提出建设

行星科学一级学科。

天然的优势让他们“先走在路上”

1972 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成立了第

一个行星科学系，标志着行星科学人才培养体

系的开端。该系致力于教授与行星科学相关

的基础和专业课程，培养从本科到研究生各个

层次的行星科学专业人才。从那之后，国际上

许多院校都开始陆续开设行星科学领域的相

关课程。

李春辉告诉记者，学校系统地调研了英国和

美国 5 所高校的行星科学相关课程开设情况。

这 5 所国外高校均开设了矿物学、岩石学、构造

地质学等基础课程；强调计算机模拟的重要性，

并开设相关课程；设有行星表面与大气等与天文

相关的专业课程。

此次开设的英才班，在课程设计理念内核上

与国外一流高校行星科学专业高度一致。“我们

的培养方案中对地球科学类课程给予了充足的

学时，同时也突出了数理化、计算机等基础课程

的教学。”李春辉说。

在专业核心课程方面，行星科学的本科培

养方案较完备地涵盖了当下行星科学所有的

前沿研究方向，包括行星科学导论、陨石学与

宇宙化学、行星动力学、天体力学、空间物理

学等，这些课程是目前行星科学研究的主要前

沿分支，是推动学生在这一领域深入发展的重

要基础。

“此外，行星科学的本科培养方案还涵盖了

部分选修课，弥补了学科基础课在物理、化学方

面的不足，以及专业核心课在系统性方面的缺

憾。”李春辉表示，不仅如此，培养方案还设有部

分个性化教育课程，将为学生的后续深造开设前

置课程、为交叉学科学习提前储备知识、为学生

就业创业培养专业技能。

同时，培养方案还设有为期 27 周的集中实

践课程，包括地质实习、行星实习、毕业实习与论

文等，在控制学分的同时，为学生保证课时，加强

学生的实践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培养方案中专门开设了

理论与实验行星科学导论和近地天体系统研究

课程，这是该校组织专家共同讨论出的课程，也

是国外暂未设立的课程。

课程设置接轨国际且有自身特色

行星科学本科班诞生行星科学本科班诞生
““宇宙最强专业宇宙最强专业””到底学点啥到底学点啥

◎李 迪 本报记者 雍 黎

“我那个小孙子才几岁，却有 1000 多个恐

龙模型，有些我都叫不出名字，模型中还有很

多科普元素。”1 月 5 日，贾跃明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我们认为很高深的科

学，就像这些恐龙模型一样，其实可以变成很

形象很生动很具体的东西，这样有助于学生从

小就开始接触、了解科学。”他表示，科普的最

高境界就是注重对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

方法、科学问题和科学追求的探索，注重激发

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性。

作为中国地质博物馆前任馆长，贾跃明认

为，要把博物馆作为学校的延伸或者第二课堂，

着重于科技知识的传播与传授。

“隐藏”的教育资源

2017 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指导纲要》，把博物馆列入了综合实践活动；

2020年10月，教育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

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提

出要着力推动博物馆教育资源开发应用，拓展博

物馆教育方式途径和建立馆校合作长效机制。

博物馆是学校的重要资源之一，但在教育教

学体系建设中，却容易被忽视。相较于传统课堂

教学，利用博物馆进行教学活动，可以针对不同

学生的不同兴趣特长，潜移默化地进行知识积累

和兴趣培养。此外，学生能够在更加开阔的环境

中，通过更加形象、鲜明的教学资源，主动地去学

习和探索知识经验。这种方式更容易被学生所

接受，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也让知识记忆更加深

刻。因此，博物馆的巨大教学价值以及独特的教

育方式是不可替代的，需要建立一套与之相匹配

的教育模式，把这个被“隐藏”的教育资源重新利

用起来，完善当代教育体系。

深圳古生物博物馆馆长傅晓平告诉记者，该

馆与深圳南山区学校开设博物馆课程，打通课内

—课外、学校—社会、中小学—高校的学习壁垒，

以学生立场、生活视野、故事表达为理念，线上与

线下融合，虚拟与现实交错，让学习在自主实践中

真实发生，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

围绕博物馆的古生物资源，他们还开发出有

着博物馆特色的历史、艺术、地理、生物、科学、外

语等课程，并利用微信小程序等开展体验式、项

目式学习，形成“博物馆+”的新课程形态。

“最近我们学院新引进了一位年轻老师，他

说他在小学的时候就听过我的讲座，这让我十分

感动，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做的东西是有意义的。”

谈及自然博物馆的教育，中山大学生物博物馆馆

长庞虹想到了这个鲜活例子。

不能忽视大学生群体

庞虹认为，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教育教学，

不仅要面向中小学生，大学生群体也不能忽视。

“我现在把它作为第二课堂来打造。学校有第一

教学楼，第二教学楼，第三教学楼，校长说这里就

是第四教学楼。也就是说，一些相关的基础课程

以后要放到博物馆来上。”庞虹说。

浙江自然博物院副院长金幸生对 2017 年以

来的“恐龙大复活”“来自星星的你”“流光溢彩”3

个特展进行分析发现，并不是投入多、内容多就

能吸引学生，恐龙等古生物主题更受喜爱。

他总结认为，自然博物馆要吸引人，不仅要

展品有特色，标本数量多，还要有故事，展览也要

接地气，能够与学生互动、接触，通过文创等方式

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并爱上自然科学。

傅晓平建议，国家应该在博物馆体系建设和

博物馆功能宣传上，将青少年的教育放在首要位

置，针对青少年的教育方式应更平实、更丰富、更

灵活，使博物馆真正成为传统教育的理想场所和

第二课堂。

同时，博物馆必须适应变革，实现社会教育

和传统文化的传播教育使命。加强博物馆在教

育育人、塑造人，以及传播历史文化知识的作用

和地位，为民族的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发

挥巨大的正能量。

博物馆要当好学校的第二课堂
◎本报记者 张 晔

2018 年 12 月 4 日，行星科学一级学科建设

论证会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召

开。当时参加会议的 25位评委来自国内 20家单

位，其中包括 3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3位院

士，与会专家一致表示：基于学科发展趋势以及

国家深空探测战略对人才需求的迫切性，需要抓

紧建设行星科学一级学科，培养中国自己的深空

探测人才。会议一致建议中国科学院大学牵头

建设行星科学一级学科。

2019 年 1 月 6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大学第四

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 11次会议评审通过了行星

科学一级学科建设培育工作的申请，此后，行星

科学的学科建设，正式开始。

虽然此前在国家学科设置中没有行星科学学

科，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一流高

校以交叉学科的方式，在地球物理学、地质学、空间

物理学等学科下已开展行星科学的研究生教育。

为何成都理工大学要先行先试设立行星科

学本科班？“行星科学的研究生教育，相当于让一

棵已成材的树开花结果。而本科教育更像是种

下一颗种子，悉心培养它成材。”李春辉说，基础

学科的教育十分重要，所以行星科学本科教育必

须要有人“先走在路上”，成都理工大学很适合作

为这条道路的“出发点”。

作为中国地球科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科学

研究基地之一，成都理工大学在地质、能源、资源

科学等方面有着传统优势。

“地球本身就是一颗行星，因此地球科学的

人才更容易成长为行星科学家。”李春辉说，地球

科学是建设行星科学的基础，成都理工大学具有

资源优势。

据了解，成都理工大学成立了行星科学国际

研究中心，聘请学术领军人才开展行星科学研究

和教学。该行星科学国际研究中心是以知名行

星科学家刘耘教授为首席科学家，以知名行星化

学和地球化学家张兆峰教授和行星深部物理学

家孙新蕾教授为主要学术带头人设立的科学研

究和人才培养机构。

“英才班的组建不仅是完善我国行星科学拔

尖人才培养体系的重大突破，也是我校双一流建

设人才培养的重大举措。”行星科学国际研究中

心负责人刘耘教授说。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盖伦）解决老师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学生这

一突出问题的规则来了。2020年 12月 23日，教育部正式印发《中小学教

育惩戒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教育部政策法规司负责人指出，

制定《规则》是确权、也是限权，将法律规定的学校、教师的教育权进一步

细化，对法律禁止的体罚等教师不当管理行为划出红线，推动落实党和国

家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育惩戒是指“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

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

育行为”。《规则》将教育惩戒的实施范围限定在普通中小学校、中等职业

学校。

《规则》明确，实施教育惩戒应当遵循教育性、合法性、适当性的原

则。它让应当给予教育惩戒的情形更加具体化，规定在确有必要的情况

下，学校、教师可以在学生存在不服从、扰乱秩序、行为失范、具有危险性、

侵犯权益等情形时实施教育惩戒。不服从，指学生主观不完成其基本的

学习任务，包括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不服从学校的教育、管理要

求；扰乱秩序，包括扰乱课堂秩序和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即学生的个体行

为已经在一定范围产生了不良影响；行为失范，主要指吸烟、饮酒以及其

他违反学生守则的行为；具有危险性，指学生实施有害自己或者他人身心

健康的危险行为；侵犯权益，指学生打骂同学、老师，欺凌同学或者侵害他

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规则》根据程度轻重将教育惩戒分为一般教育惩戒、较重教育惩戒

和严重教育惩戒三类。一般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轻微的学生，

包括点名批评、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增加额外教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任

务、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课后教导等；较重教育惩戒适用

于违规违纪情节较重或者经当场教育惩戒拒不改正的学生，包括德育工

作负责人训导、承担校内公共服务、接受专门的校规校纪和行为规则教

育、被暂停或者限制参加游览以及其他集体活动等；严重教育惩戒适用于

违规违纪情节严重或者影响恶劣，且必须是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阶段

的学生，包括停课停学、法治副校长或者法治辅导员训诫、专门人员辅导

矫治等。

将教育惩戒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2020年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大信普东小学开设机器人课堂，
学生们参加机器人科技课程的学习，进行机器人作品展示。课堂旨在激
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鼓励他们成为小“创客”。图为2020年12
月22日大信普东小学学生进行机器人运球比赛。

新华社发（梁孝鹏摄）

机器人课激发学生创新意识

图说教育

学生们在河北省唐山市汉沽农垦博物馆内参观学生们在河北省唐山市汉沽农垦博物馆内参观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牟宇牟宇摄摄

科技日报讯 （杨文生 常森 记者过国忠）2020 年 12 月 23 日，一场

“工匠精神与思政教育”研讨会在江苏理工学院举行。来自江苏理工学

院、合肥工业大学、嘉兴学院、湖州师范学院等单位的 60多名从事思想政

治教育的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内涵、怎样培育大学生的工匠

精神、如何将新时代工匠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等话题，进行

了深入研讨与交流。

在江苏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李志宇看来，在工匠精

神培育中，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舆论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利用安排专

门课程、明确学时学分、开辟专题教育、组织现场观摩、畅通交流互动等多

种方式，对青少年进行教育培训，帮助他们树立劳动光荣意识，自觉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工匠精神是优秀工匠所具有的职业精神。制造业的振兴需要工匠

精神，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工匠精神，国家发展新经济、培育新经济动

能需要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优良制造的灵魂，更是实现‘中国制造

2025’目标的关键所在。”嘉兴学院教授李华说，高校要培养学生的工匠精

神，教师首先必须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培养自身的工匠精神，发扬自身的

工匠精神，并产生示范效应，提升教育的实效。

江苏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汤建石研究员提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是高校的三大职能，高校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

更好地将人才、科技、智力等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这是学校应尽的职责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当前，教育工作者要认真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发表的

重要讲话，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融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

教育之中，着力培养更多具有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

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60位专家聚焦

工匠精神与思政教育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