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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第一、第二课堂的地位是相同的。本质上来说，第

二课堂是高等教育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第一课堂共同发挥高

校的育人功能。

崔睿
北京科技大学校团委副书记

E D U C A T I O N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教育传真

截至目前，服务站已

派出 2000 余名志愿者进

入青少年家庭，服务时长

高达8000余小时。

8000小时

最近几天，王秉域顺利地拿下了心仪的录

用通知。他能感到，找工作，拼的是综合实力。

他是 2021 届北京科技大学材料与工程专业

研究生。在校期间，他活跃在社会实践和团学组

织工作中。这些“课外”活动，一点点提升了他的

综合能力。

工科生一般和实验仪器打交道多，和人打交

道少。王秉域不一样。在课外，他参与的项目、

负责的工作，都需要协调、统筹、协作，这“拉满”

了他的沟通技能。

这些课堂教学计划外的，以提升学生综合素

质和面向未来能力为宗旨的，形式灵活、内容多

样、覆盖全面的各类校内外活动，就是我们通常

所说的第二课堂。

此前，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重视和加强第二课堂建设，

重视实践育人。

第二课堂，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办办活动，

热闹热闹”，它已是高校素质教育实施的主要载

体。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第二课堂也在综合育

人方面展现出了广阔空间。

“我们认为，第一、第二课堂的地位是相同

的。”北京科技大学校团委副书记崔睿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本质上来说，第二课堂是高等教育模

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第一课堂共同发挥高校的

育人功能。

西北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团委书记肖磊是

该院的研究生，他表示，在像西北工业大学这样

国防特色浓厚的理工类高校开展第二课堂，更要

凸显学校和学院的特色。所谓凸显特色，不仅要

和专业结合，有时候看起来和专业“不搭界”的第

二课堂，也能让工科生受益匪浅，比如体育、人文

类的第二课堂。肖磊一直在参与团学工作，他们

重视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很多工科课程都需

要学生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和能力。学一门课，尚

且需要懂好几门课才能学好；培养一个人，更是

如此。”他表示。

有研究者指出，虽然第二课堂的重要性越发

凸显，但目前大多数高校的第二课堂制度是不完

备的。国家对高校缺乏明确指示与建设导向，在

制定第二课堂教育培养方案时，高校第一课堂专

业教学与第二课堂素质教育有时会严重脱节，第

二课堂处于低效状态。

崔睿也坦言，和第一课堂相比，第二课堂最

常见的问题，是缺乏规范、科学的设计，第一课堂

有教材、大纲、进度表，老师也知道在什么时间节

点教什么，建立了各种规范的考核形式。但第二

课堂没有这些，得靠学校自己探索。

2017 年，北京科技大学就在本科生中启动

实施第二课堂学生成长助力工程，包括了思想成

长、实践实习、志愿公益、创新创业、文体活动、工

作履历、技能特长共七大类。学校还专门统计了

每个专业学生的课余时间，尽可能地科学安排第

二课堂。每个学院，甚至每个专业，都在制定他

们的第二课堂人才培养方案。

第二课堂可与专业“不搭界”

从从““热闹热闹热闹热闹””到到““也很重要也很重要””
高校第二课堂这样育人高校第二课堂这样育人

◎本报记者 张盖伦

◎本报记者 俞慧友
通 讯 员 张 悦

2020年12月 21日，由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举办的第七届电镜/显
微镜摄影大赛落下帷幕。该赛事自2014年举办至今，面向该所全体师生
征集参赛作品，记录微观世界。图为大赛一等奖作品“浩瀚地球”。图片
中的物质是组成天线或传感器的基材，在电子显微镜下好似地球和它外
面漂浮的大气层。 通讯员 高晓静文 和子栋摄

显微镜里看“地球”

图说教育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徐状 记者李丽云）记者 1 月 4 日从哈尔滨理工

大学获悉，哈尔滨理工大学机械动力工程学院教师沈瞳、金信琴与 2018

级研究生房浩南共同完成的作品《窨井盖安全设计》，在 2020 年 12 月 29

日举办的“2020好设计颁奖大会暨中国创新设计大会”上荣获 2020年“好

设计创意奖”，该作品为黑龙江省高校唯一获奖作品。

2020年7月，哈尔滨理工大学参赛团队通过官网提交作品《窨井盖安全

设计》，参加“好设计”东北赛区比赛，于10月获得东北赛区一等奖。由东北

赛区推送至“好设计”全国评审，通过函评角逐，成功获得“好设计创意奖”。

该窨井盖安全设计从前期预防和后期警示两个方面入手，在前期预

防方面，通过水的重力和蓄水槽的特殊设计，仅仅在小孔无法满足排水要

求时，打开井盖更多排水口，增加排水效率，平时排水口封闭，避免行人物

品掉落窨井和垃圾堆积窨井，影响维修人员检查和维修。后期警示通过

浮标和警示带结合的方式，在地下水冲出井盖之前，利用浮标先将警示带

和围栏支起，防止井盖冲走，并警示窨井位置，防止行人踏空坠井。

据介绍，好设计奖由中国工程院指导，中国创新设计产业战略联盟、

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主办，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承办。作为我国创新设

计领域首个公益性质奖项，好设计奖于 2017年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

办公室备案，聚焦国家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和重要民生领域中具有引领性

和示范性的创新设计项目。

哈理工设计安全窨井盖获大奖

中国博物馆协会近日公布了第四批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名单，清
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等74家博物馆入选国家一级博物馆。清华大学艺术
博物馆总建筑面积 3万平方米，于 2016年 9月正式对公众开放。图为 1
月10日观众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欣赏“东张西望三十年：程昕东当代
艺术收藏”展览。 新华社记者 尹栋逊摄

清华艺术博物馆成国家一级博物馆

方程式赛车、3D 打印机、无人机……中南大

学机电工程学院实验室里，这些科技范儿的硬

件，搭配上有趣的科学实验软件，为充满好奇心、

想象力与求知欲的青少年奉上科普“大餐”。

为孩子们提供科普“大餐”的“大厨”，是该校

机电工程学院麓园青年志愿者服务站里的青年

志愿者。

该服务站有着 40年历史，一批批志愿者，通

过“守望科学的天空”等科学素养提升活动，甘当

培养孩子科学素养的守望者。

“我们觉得，青年科研工作者，为青少年科普

事业出力，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中南大学机电工

程学院党委副书记黄凯说。

领孩子踏入“科学之门”

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拥有丰富的科技资

源。这里有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掘为代表的高

水平专家队伍，以及一批顶尖的科研设施，还有

各类高大上的科研创新成果。但这一切，与中学

校园的孩子们有着“一墙之隔”。

于是，学院打破高校“围墙”敞开怀抱，邀请

周边中学的青少年走进高校，走入高端实验室，

引领他们踏入科学之门。

在方程式赛车实验室里，孩子们学习赛车设

计原理，参与赛车制作；在 3D 打印工作室里，孩

子们学习打印技术，设计 3D模型；在创新创业中

心里，孩子们参观科技成果，聆听创业故事；在科

普读书角，孩子们加入科普沙龙活动，与科学家

面对面交流……

跨入中南大学校门，孩子们能亲身体验一个

个精心设计、生动有趣的实验。在孩子们的内心

深处，科技的种子悄然埋下。

“青少年在哪里，我们科普工作的阵地就在

哪里。”黄凯说。

为了让更多孩子接受科普教育，中南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打造了校内校外、线上线下协同

联动的“1+N”科普阵地，将科普工作开展到社

区、少儿托管班、中小学校、科技企业等领域，

通过“接地气”的科学体验活动，让青少年感受

科学魅力。

在线上，学院通过开发线上科普课程，发

布了自制的趣味实验视频，并举办网络直播公

开课。

“通过这些活动，提升了学生对科学课的兴

趣。在长沙市科技比赛中，这些孩子不仅取得了

好成绩，还被推荐到科技成果转化会上进行成果

展示。”博才阳光小学科技教师肖超兴如此评价。

“按需点单”定制科普指导

此外，学院还提供“私人定制”——因人制

宜、因需施策，为青少年量身定制“科学套餐”，并

“送货到家”。

据了解，服务站的志愿者来自中南大学 11

个学院的 18 个专业，专业学科间的各自所长以

及交叉融合，让他们打造出了多样化的“科学菜

单”，供青少年“按需点单”。

服务站站长朱璜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服务

站根据青少年需求，每周派出 80 位志愿者进入

青少年家庭。他们不仅为青少年“精准把脉”，根

据学业短板开展学习指导，还着力于结合自身专

业所学，提供科学素养提升辅导。如物理专业的

志愿者在覆杯实验中为孩子们介绍大气压强的

知识；生物专业的志愿者，领着孩子们采集标本、

感受自然……

截至目前，服务站已派出 2000 余名志愿者

进入青少年家庭，服务时长高达 8000余小时。

点点滴滴，积水成河。“我们在肩负科学研

究、人才培养使命的同时，应更好地承担社会服

务及文化传承创新的重任。”黄凯说。

高校志愿者为青少年提供科普“大餐”

岁末年初，多所高校公布了去年年度毕业生

就业质量报告。在围绕毕业生就业的各项数据

中，薪酬状况成为媒体和网友关注的焦点。还有

第三方机构根据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制作了高

校薪酬指数排名，大有以此作为高校排名依据的

架势。

薪酬状况关系到劳动者的生活幸福感，公众

关心毕业生薪酬无可厚非。不过，薪酬仅仅是毕

业生就业质量的一个指标，毕业生的就业地域、

单位性质、未来提升空间等都是就业质量的体

现。将注意力片面地集中于薪酬，无法客观描述

毕业生就业质量的真实情况。况且，受调查的毕

业生并不是全部，相关数据会与实际情况存在一

定偏差。

我们承认毕业生初次就业薪酬水平差异的

客观性，但毕业院校并不是导致这种差异的唯一

因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实际上，就业地

域和行业的不同，往往对毕业生的收入水平影响

更大。比如，一线城市和三四五线城市的收入水

平就有较大差距，而不同专业的毕业生因为行业

流向不同而产生收入差距也是事实。

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从根本上看，应体现出

毕业生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一些岗位为社会创

造的价值深远，但眼前的薪酬回报可能并不是最

高的。比如，青年科研工作者在事业起步时达不

到“大富大贵”，年轻人到基层工作更要经受各种

困难的锤炼。但是，他们现在和未来能够为社会

创造的价值，可能远远超出薪酬上的数字。

就个体而言，毕业就业质量应考虑毕业生的

就业满意度，而这与学生个人理想是否实现紧密

相关。去年夏天，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以高分考

入北大考古系引发热议。其中有不少观点认为，

钟芳蓉没有选择更有“钱景”的专业，是浪费了考

分。随后，许多考古界前辈为姑娘加油鼓劲，钟

芳蓉还没入学就成为了考古专业的“团宠”。舆

论的“逆转”，恰恰说明社会对个人理想的支持与

鼓励。

谈钱不可耻，一份不计较收入的工作是缺乏

保障的，毕业生薪酬状况当然是就业质量的体现

之一。不过，科学评价毕业生就业质量，既要在

宏观尺度下比较高校的培养水平和综合实力，也

要看见每一个个体的努力。无论如何，每一个人

为理想奋斗洒下的汗水都不应该被辜负。

毕业生就业质量，不必只看眼下的“钱景”
教育时评

◎王钟的

未来，新工科人才需要技术扎实，懂得经

济、社会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兼具良好的人文

素养；他们要知道如何将科学、人文、工程进行

交叉融合，要具有整合能力、全球视野、领导能

力和实践能力。

要成为卓越工程师，工程素质必不可少。学

生要能解决实际问题，有知识理论，也要能动手

操作。一般来说，第一课堂大多偏重理论；第二

课堂可以有针对性地打造与人才培养方案相结

合的实践育人平台。

崔睿介绍了发端于北京科技大学的一项工

科类比赛——金相技能大赛。

该校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正在建设一流

学科。专业学习中有一项重要的基础内容，就是

了解和分析金属材料微观组织的成分结构。在

第一课堂，这些结构通过图片和数据进行展

示；而在第二课堂，学生就得亲自上阵、一展身

手，磨光、抛光、浸蚀、对材料进行显微观察……

忙活完这一通，每个学生都能得到一幅属于自己

的作品——一张展示材料微观组织之美的照片。

崔睿说，类似的实践性比赛有很多，冶金

专业有模拟炼钢比赛，土木专业有建筑结构

比赛……这些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部分，也是学

生喜闻乐见的第二课堂。

针对性地打造新工科实践人才

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时，除了拿上

第一课堂的成绩单，也可以自愿选择打印第二课

堂成绩单。也许学生在文艺上的特长，在团学工

作中的贡献，恰好能为企业所青睐。

2018 年 7 月，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印发

《关于在高校实施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

的意见》，指出“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是实现共

青团组织实施的思想政治引领、素质拓展提升、

社会实践锻炼、志愿服务公益和自我管理服务等

第二课堂活动的科学化、系统化、制度化、规范

化，实现高校学生参与共青团第二课堂可记录、

可评价、可测量、可呈现的一整套工作体系和工

作制度。

这其实也对高校开展第二课堂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从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桂林理工大

学南宁分校党委书记周国桥认为，高校要不断适

应“互联网+”时代发展形势，建立第二课堂信息

管理系统，对第二课堂的模块建设、信息发布、教

学过程管理和效果评价进行有效管控，对各教学

单位、部门、学生组织发起的第二课堂活动实施

管理、监督、考核和评价。通过建立“客观记录+

学分认定+综合评价”的第二课堂考核评价机

制，拓展评价的应用。一些高校已经搭载了数据

信息管理平台，挖掘第二课堂成绩单的应用价

值，让第二课堂详细完整地记录和展示学生在校

的活动轨迹，为学生绘制能力画像。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李娇楠也撰

文指出，越来越多的就业单位不再把学生的第一

课堂成绩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越发关注学

生的软实力。由学校出具的第二课堂成绩单，在

学生、学校和社会三者之间搭建起相互了解和认

可的桥梁，它提升了学生参与积极性，也提升了

第二课堂的社会认同。

能力画像搭起学校和企业间人才桥梁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据新华社讯 （记者陈席元）江苏省教育厅 1 月 11 日出台关于加强与

改进中小学幼儿园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明确中小学、幼儿园的家庭

教育指导职责，并根据不同阶段儿童青少年发育成长特点，明确学校提供

家庭教育指导的重点内容。

意见指出，不少家庭的教育存在重智轻德、重知轻能、过分宠爱、过高

要求等现象，部分家校理念不一致、行动不协同，不少孩子劳动与体艺活

动过少、学业负担过重、游戏与探究活动过少、焦虑水平过高，影响健康成

长和全面发展。

为此，意见明确，家庭教育指导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幼儿

园的工作职责，江苏将落实相关经费，推动家庭教育指导纳入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

江苏要求，中小学每学期组织 1 至 2 次家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活动，幼

儿园每学期至少组织 2次家庭教育指导和 2次亲子实践活动，学校提供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针对留守流动、身心障碍、父母离异等特殊儿童群体，意见专门提出，

要根据“一家一策”“一生一案”的原则，深入细致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学

校可以会同妇联、社区等方面，尽可能给予代偿性的亲情关怀。

家庭教育指导

纳入江苏中小学幼儿园工作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