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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3年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公示 

经学生本人申请、学院审核、学校复核，并经 2023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

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刘禹希等 189 名学生获得我

校 2023 年下拨学院指标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见附件），现予以公示。公

示期为 2022 年 9 月 20 日至 2022 年 9 月 24 日。 

公示期间凡对结果有异议者，请提交书面材料到学校教务处或纪委办公室，并

署真实姓名。 

联系电话：教务处：0731-85623137 

纪委办公室：0731-8562310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2 年 9 月 20 日 

 

附件：2023年下拨学院指标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公示名单 

序号 学院 专业名称 姓名 学号 

1 班戈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刘禹希 20195875 

2 班戈学院 会计学 胡歆 20195927 

3 班戈学院 金融学 钟雯丽 20196032 

4 班戈学院 金融学 薛竹怡 20196026 

5 班戈学院 林学 张琬雪 20196054 

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 何文 20190836 

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 邹丘桦 20190866 

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盛灿 2019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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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专业名称 姓名 学号 

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谷雨珂 20190801 

1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许华波 20190719 

1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申达智 20190710 

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孙露露 20190956 

1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彭瑶 20190954 

1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林产化工 姚烨林 20191008 

1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林产化工 陈德明 20190972 

1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林产化工 唐文静 20190992 

1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林产化工 阳祁斌 20191007 

1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木材科学与工程 刘婉婷 20191028 

1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木材科学与工程 于瑞桐 20191147 

2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木材科学与工程 林志辉 20191027 

2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木材科学与工程 成书琴 20191054 

2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木材科学与工程 陈思羽 20191052 

2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木材科学与工程 马宇航 20190985 

2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森林工程 武素铮 20191177 

25 风景园林学院 城乡规划 何惠姿 20181880 

26 风景园林学院 城乡规划 沈湘悦 20181891 

27 风景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 李雨萱 20191947 

28 风景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 张梦瑶 20184033 

29 风景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 朱致宁 20191994 

30 风景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 张楚 20191990 

31 风景园林学院 建筑学 王学润 20182037 

32 风景园林学院 建筑学 王瑶 20182038 

33 风景园林学院 园林 陈蓉 20192060 

34 风景园林学院 园林 李玉珍 20192068 

35 风景园林学院 园林 武金月 20192083 

36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工程 陆丽芳 20193902 

37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工程 彭添威 20193908 

38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 康安琪 20193863 

39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 李静蕾 2019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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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专业名称 姓名 学号 

40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 汤尚丰 20193913 

41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生态工程 郑沛源 20194028 

42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生态工程 冯一帆 20193927 

43 机电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子洋 20191222 

44 机电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梅天娇 20191270 

45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杜文龙 20191381 

46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张文宇 20191342 

47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陈飞腾 20191290 

48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陈泽佳 20191404 

49 机电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唐璇 20191530 

50 机电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杨帆 20191533 

51 机电工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戴瀚靉 20191601 

52 机电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倪嘉豪 20191653 

53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厉永超 20192524 

54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聂源 20192566 

55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刘志冰 20192561 

56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潘盈盈 20192636 

57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郑湘粤 20193818 

58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朱楚恒 20192685 

59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杨忻怡 20192743 

60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吴雅仪 20192848 

61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龙泽轩 20192770 

62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李遇奇 20190669 

63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刘心怡 20192910 

64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刘颖鸿 20192988 

65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廖广 20193049 

66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李帆 20192195 

67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邓玉婕 20192101 

68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陈冰倩 2019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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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 李诗瑶 20192225 

70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 胡佩瑶 20183866 

71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 唐伊人 20192310 

72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 费雨晨 20192250 

73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王昊龙 20192340 

74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李可欣 20192429 

75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谢妍 20192344 

76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焦哲文 20192456 

77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廖文婧 20192463 

78 经济学院 保险学 彭松铃 20194812 

79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周盈 20194929 

80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游梦涵 20194854 

81 经济学院 金融学 唐心悦 20194958 

82 经济学院 金融学 张钰萱 20193669 

83 经济学院 金融学 刘丽娟 20194943 

84 经济学院 金融学（CFA） 张强 20194789 

85 经济学院 金融学（CFA） 靳开颜 20194803 

86 理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童谣 20194057 

87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陈静 20191733 

88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邹昕莹 20194140 

89 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温琪琪 20194212 

90 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王路驰 20194209 

91 林学院 林学 陈祎麦 20190142 

92 林学院 林学 谢可盈 20190094 

93 林学院 林学 胡永琪 20190009 

94 林学院 林学 陈小倍 20190071 

95 林学院 林学 徐红艳 20190095 

96 林学院 林学（陶铸实验班） 张悦 20190104 

97 林学院 林学（陶铸实验班） 袁敬毅 20190065 

98 林学院 林学（陶铸实验班） 张雨晨 20190103 

99 林学院 林学（陶铸实验班） 文皓钰 2019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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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专业名称 姓名 学号 

100 林学院 林学（陶铸实验班） 杨莉 20190097 

101 林学院 林学（陶铸实验班） 罗王瑶 20190084 

102 林学院 森林保护 张捷 20190241 

103 林学院 森林保护 易雅琦 20190238 

104 林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尚佳涵 20190262 

105 林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胡叶 20190253 

106 林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肖宇佳 20190336 

107 林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熊依依 20190307 

108 林学院 园艺 钱方云 20190397 

109 林学院 园艺 易晴 20190412 

110 旅游学院 会展经济与管理 潘美悦 20195627 

111 旅游学院 酒店管理 袁晨怡 20195572 

112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邓灵 20195509 

113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何珏 20195480 

114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程睿思 20195543 

115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陈先捷 20195583 

116 商学院 国际商务 祁子雯 20194271 

117 商学院 会计学 曾畅 20194370 

118 商学院 会计学 夏一嘉 20194353 

119 商学院 会计学 李白计 20194419 

120 商学院 会计学（ACCA） 蒋思睿 20194416 

121 商学院 会计学（ACCA） 黄子晔 20194378 

122 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陈文豪 20194516 

123 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周咏微 20194513 

124 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章家禄 20194624 

125 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李松芷 20194608 

126 商学院 市场营销 唐慧 20194720 

127 商学院 市场营销 乐晨 20194662 

128 商学院 市场营销 周诗丰 20194704 

129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态学 徐祎 2019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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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态学 原成林 20190549 

131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态学 谢雨倩 20190512 

13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态学 王娇娇 20190437 

13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态学 王慧 20190436 

134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态学 马伟 20190506 

135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工程  唐杰 20190607 

136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工程  陈意琪 20190558 

137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工程  李宏 20190565 

138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工程  何姣 20190561 

139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 吕思航 20190644 

140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 甘璐 20190661 

141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 苗卓文 20190645 

14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 朱文波 20190693 

14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 刘洋 20190642 

144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粮食工程 周伟罗平 20193744 

145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粮食工程 冯莉 20193640 

146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粮食工程 朱心怡 20193746 

147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钟佳琦 20193671 

148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王妮 20193626 

149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孙梦瑶 20193768 

150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周露 20193672 

151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王卓 20193815 

15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涂超逸 20193809 

153 土木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胡庆 20193079 

154 土木工程学院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肖淳钟 20193200 

155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唐润西 20193263 

156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王美蛟 20193300 

157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张浙 20193560 

158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杜嘉颖 20193353 

15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邹浩 20193563 

160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李靖威 20193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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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庞未 20193330 

162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严子祺 20193520 

163 外国语学院 朝鲜语 史雨娟 20195127 

164 外国语学院 俄语 金影寒 20195151 

165 外国语学院 法语 韩玉杰 20195180 

166 外国语学院 翻译 谭依宇 20195235 

167 外国语学院 翻译 赵文君 20195244 

168 外国语学院 日语 周劲 20195276 

169 外国语学院 日语 李祯 20195287 

170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欧彭子霁 20194589 

171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李千玉 20195314 

172 外国语学院 英语 王京云 20195332 

173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林赛欢 20195352 

174 物流与交通学院 交通运输 李蔚然 20191684 

175 物流与交通学院 物流工程 程玉丽 20191699 

176 物流与交通学院 物流工程 李羽 20191704 

177 物流与交通学院 物流工程 巴云凤 20191698 

178 物流与交通学院 物流工程 谭紫辰 20191785 

179 物流与交通学院 物流管理 谭湘蓉 20191887 

180 物流与交通学院 物流管理 刘芬 20191848 

181 物流与交通学院 物流管理 陈彬露 20191801 

182 音乐学院 舞蹈学 刘佳慧 20195794 

183 音乐学院 舞蹈学 吕佳莉 20195795 

184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 邹莹 20195863 

185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 杜礼 20195815 

186 政法学院 法学 肖晴 20195715 

187 政法学院 法学 吴燕 20195714 

188 政法学院 法学 杨冰 20195718 

189 政法学院 行政管理 钱思慧 2019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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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第九届大学生旅游专业综合技能大赛竞赛结果公示 

由教务处主办、旅游学院承办的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第九届大学生旅游专业综

合技能大赛于近期落下帷幕。经专家评审，《南岳觅火记—衡山研学之旅》等 20 件

作品获奖（具体名单见下），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2022 年 9 月 23 日至 2022 年

9 月 25 日。 

公示期间凡对结果有异议者，请提交书面材料到旅游学院或教务处，并署真实

姓名，联系电话：0731-85623402,85623094。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第九届大学生旅游专业综合技能大赛获奖名单 

序

号 
项目分组 获奖队伍名称 作品名称 奖项 备注 

1 研学旅行课程设计 衡阳飞雁队 南岳觅火记—衡山研学之旅 一等奖 推荐省赛 

2 研学旅行课程设计 学而有衡 星火祝融，悦学南岳 一等奖 推荐省赛 

3 研学旅行课程设计 我们仨队 火学火用，薪火相传 二等奖 推荐省赛 

4 研学旅行课程设计 持之以衡队 
“霞”映古今长天，“客”游衡山立志

一一四季特色研学 
二等奖 推荐省赛 

5 研学旅行课程设计 锦鲤小分队 千年南岳，树说衡山 二等奖 推荐省赛 

6 研学旅行课程设计 衡阳雁去 “剑起雁归，笑傲衡山” 三等奖  

7 研学旅行课程设计 皮匠队 火神与少年——南岳衡山寻宝奇幻之旅 三等奖  

8 研学旅行课程设计 寻宝小分队 忆喃悦·亦南岳 三等奖  

9 研学旅行课程设计 “衡”心向前队 高山起微尘，衡岳著乾坤 三等奖  

10 亲子研学游项目设计 岳来岳好队 五行伴吾行 一等奖 推荐省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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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 

旅游学院 

2022 年 9 月 23 日 

 

  

11 亲子研学游项目设计 迎南而上，岳挫岳勇队 从“星”出发，“火”伴成长 二等奖 推荐省赛 

12 亲子研学游项目设计 “衡”心守护队 “衡”心守护你 二等奖 推荐省赛 

13 亲子研学游项目设计 养老院的快乐时光 
残健相融，一路衡行--南岳亲子研学游

项目设计 
三等奖 推荐省赛 

14 亲子研学游项目设计 红楼三子 火娃研学记：心与火的共舞 三等奖 推荐省赛 

15 研学旅行景点微视频 奇思妙想队 探寻南岳衡山千年火种文明之旅 一等奖 推荐省赛 

16 研学旅行景点微视频 云梦九嶷队 以微知从来，见衡明将往 二等奖 推荐省赛 

17 研学旅行景点微视频 衡南队 佛缘南岳 二等奖 推荐省赛 

18 研学旅行景点微视频 碧海苍梧队 品诗寻忠骨，星火追祝融 三等奖 推荐省赛 

19 研学旅行景点微视频 苍苍紫冥队 溯源南岳，谱写华章 三等奖 推荐省赛 

20 研学旅行景点微视频 天地祝融 忠烈寻“道”，祝融问天 三等奖 推荐省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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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告 

 

关于开展 2022年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荐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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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见通知原文） 

湖南省教育厅 

2022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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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交流 

新文科背景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路向 

何良伟  靳玉军 

摘  要：“新文科”和“课程思政”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界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两个热

点主题。新文科之“新”在文科教育的变革上主要体现为新的人才培养目标、新的课程建设思

维、新的教育技术手段、新的组织管理结构。课程思政建设作为新文科人才培养体系革新的核心

内容之一。应主动适应新文科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的新变化，聚焦新文科人才培养目标，担当课

程思政育人使命；适应新文科融合创新趋势，推动“思政”与“课程”大融合；运用新文科教育

技术新手段，激发课程思政教学活力；立足新文科管理体制新变革，构建全链条式育人格局。 

关键词： 新文科； 课程思政； 实践路向；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新文科”和“课程思政”建设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两大战略举

措。新文科建设以推动文科教育创新发展为核心任务，旨在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

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体系涉及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

理体系等，而贯通其中的是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课程思政就是通过高等学校课程

建设和课堂教学来对大学生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思政建设是思想政治工作

体系贯通人才培养体系的关键环节，将课程思政建设置于新文科背景之下，立足于

新文科建设中呈现出来的新趋势、新思维、新特点剖析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路向，

既是新文科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高校拓展课程思政建设思路，提升课程思政育人

质量的必然要求。 

一、聚焦新文科人才培养目标，担当课程思政育人使命 

人才培养目标是对“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教育首要问题的具体回答。它预设着

人才成长的方向和规格，指引着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开展。新文科建设是在新的人

才培养目标牵引下进行文科教育的改革创新。作为新文科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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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对新文科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了多维设定。《宣

言》明确提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这是对新文科人才培养

目标的总体设定。与此同时，《宣言》中关于人才培养目标的表述还有，“大力培养

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时代新人”“培养学生的跨领域知识融通能力和实践

能力”“以培养未来社会科学家为目标”“聚焦应用型文科人才培养”“加大涉外人才培

养”，等等。这些表述分别从价值观、知识和能力层面对新文科人才的培养目标予

以了明确，反映了新时代高等教育育人与育才相统一的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目标的

实现关键在于课程教学。课程思政作为当前课程教学改革的核心任务，理应在实现

新文科人才培养目标上发挥重要作用。 

（一）聚焦价值观目标，发挥课程思政的价值引领功能 

新文科所要培养的是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文科人才，而要能够成为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文科人才“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实现个人

价值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正是基于此，《宣言》将强化价值引领

作为新文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首要任务予以确立。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认为：

“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或者品格教育)

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手段的目的。”“课程思政中的‘思政’贵在彰显价值塑

造之意蕴”。对于兼具知识性和价值性的文科教育而言，学生在进行各门课程的学

习过程中，必然会接触到古今中外不同学术流派的思想观点、价值观念，其中有些

是与当今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有些则是不同甚至相反的。这就需要高度

重视文科教育中的价值引领问题，以课堂教学主渠道为抓手，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

价值引领功能，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课程建设的各个环节，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对不同的价值观念进行批判性的教育引导，以帮助学生廓清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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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迷雾，筑牢价值观自信根基。 

（二）聚焦知识目标，发挥课程思政的知识涵养功能 

从知识目标上来看，新文科教育所要培养出来的文科人才在知识结构上将更

加综合化、差异化、个性化，在知识内容上将更加时代化、中国化、国际化，尤其

是所学知识内容的中国化将会成为新文科人才的一大显著特征。知识内容的中国

化是指，知识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实践规律、话语表达、研究方法等要体现中国

立场、中国价值、中国特色。这就要求新文科的知识生产要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

摆脱对西方学术体系的依赖，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加强自主研究，“构建

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特点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体系”。在加大新文科知识供给的基础上，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更新重构，将

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践案例写入教材、引入课堂。尽管

课程思政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价值引领，但价值引领需要以知识教育为依托，离开知

识教育的支撑，价值观教育就会丧失理论的彻底性，陷于空洞的说教。将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理论成果融入到课程内容中去

也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要义，这与新文科教育内容的最新要求具有内在的一致

性，有利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三）聚焦能力目标，发挥课程思政的能力培育功能 

从能力目标上来看，新文科所要培养的是“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应用型、复合型

文科人才”，尤其要培养较强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解决社会综合问题的能力。

这些能力的培育需要走出传统文科“书斋式”的培养方式，突破学校课堂教学的时空

边界，走向社会生产生活一线，真正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让学生的所

学知识与社会现实需要相契合，促进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成长成才。这就要求新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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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设置要更加面向社会、面向用人单位，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实践育人是课程

思政秉承的重要理念之一，因此课程思政建设高度重视课程的实践性，主张将思政

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将社会热点带入课堂，将学生带到社会实践中，通

过理论与实践、学校与社会的结合，教育引导学生把人生抱负落实到脚踏实地的实

际行动中来，把学习奋斗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结合起来，立鸿鹄志，

做奋斗者。不仅如此，“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目标是要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平衡，

解决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帮助学生掌握观察分析自然与社会的方法，形成科学严谨

的思维，拥有独立的判断力”。课程思政的开展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的，

课程中不仅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也包含着科学的思维方法，尤其是批判

思维。批判思维是学生形成创新能力的基础。因此，课程思政在学生创新思维和实

践能力培养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适应新文科融合创新趋势，推动“思政”与“课程”大融合 

新文科是人文社会科学为了走出自身日渐式微的生存困境以适应社会发展需

要而进行的一场自我革命，走融合创新之路是这场革命取得成功的必然选择。原因

在于，融合创新既是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文科走出困境彰显自

身价值的内在要求。随着新技术、新产业的快速发展，跨界融合思维已经拓展到社

会诸多领域，“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融合模式已经深入我们的

日常生活之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以人及各种社会现象作为

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只有因势而新，与时俱进，才能跟上时代，贴近现实，

创造价值。导致传统文科出现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

但归根结底是传统文科自身封闭式的发展模式所导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文科内部各学科分科治学、闭门造车，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互动；二是文科日渐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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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之上，与鲜活的社会生活相脱节。这就使得文科所生产的知识和所培养的人

才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突破文科的发展困境，需要打破原有的学科壁

垒，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新技术为支撑，以科际融合为抓手，在学科的交叉融合

中寻找知识创新点，在与新技术的融合中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在与社会实践融合中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解决专业教育与思政教

育“两张皮”的问题，也需要贯彻融合创新思维，推进“思政”与“课程”大融合。 

（一）推进“思政”与“公共基础课程”大融合 

公共基础课程是高校面向全体学生或者相近专业类别的学生所开设的基础性

课程，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就业与创业指导课、心理健康教育、计算机基础、

信息检索、大学语文、高等数学、体育与健康等课程。如果将高校的课程体系比作

一个金字塔，那么公共基础课就处于塔基的位置，它是夯实学生基础知识，培养学

生通识能力，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思想品德）、科学素养、身心素质的关键课程。

新文科建设要推进文科才培养模式变革，必将对现有文科课程体系中的公共基础

课程进行优化升级，以提升公共基础课程的育人质量。具体来说，就是在进一步发

挥文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就业与创业指导课、心理健康教育、体育与健康等国家

规定课程教学的支撑作用同时，结合时代特点、地域资源和学校特色开设一批有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素养课程。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思政”与“公共基础课程”

的大融合，可以依据课程类型的不同，差异化推进。对于计算机、高等数学、大学

语文等容易被学生视为工具性知识载体的课程，应注重挖掘其蕴含的思想政治教

育元素，提升课程的价值意蕴。对于新开设的综合素养课程，在进行课程设计时要

有明确的课程思政意识，根据新文科融合创新的特点，以贴近学生生活的现实问题

为主题跨学科组织课程教学设计，以高站位、高品位、接地气的原则开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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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思政”与“专业教育课程”大融合 

新文科建设虽然强调要打破学科壁垒、专业壁垒，通过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

交叉融合来建设新学科、新专业、新课程，但这不是说不需要专业教育、不需要学

科支撑，而是需要走出原先较为封闭、脱离实际、学科主导的专业化建设思路，走

开放融合创新之路，以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文科人才。因此，新文科的专

业教育课程，将更加开放，更加突出课程内容的人文性、时代性、现实性、融合性。

推进“思政”与“专业教育课程”大融合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充分激活专业教育课程

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构建具有价值引领作用的课程体系。在进行课程目标的设计

时，要坚持“价值观、知识和能力三位一体”的整体目标架构，结合各自专业所对应

的社会领域，细化为具体的可以操作和考评的目标体系。在进行课程内容的选择和

建构时，要充分把握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性和价值性的辩证关系，所选择的知识内

容既要符合学科知识演进的逻辑，也要融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实践语境，凸显中

国价值立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融入进去。在进行课程教学

时，教师不应“侧重于对具体现象、场景、故事的描摹以及不同学术流派的辨析、

考据，而将价值判断搁置一旁，使学生在获取信息、接受知识的同时得不到理念、

观念上的引导，以致形成了较为模糊甚至反向的认知与判断”，而应以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既向学生介绍理论

观点，描述社会现象，更要引导他们形成“四个正确认识”，培养学生的大局意识和

家国情怀。 

（三）推进“思政”与“实践类课程”大融合 

《宣言》指出：“鼓励支持高校开设跨学科跨专业新兴交叉课程、实践教学课

程，培养学生的跨领域知识融通能力和实践能力。”也就是说，新文科教育将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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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培养学生的文科实践应用能力，实践类课程在新文科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将进

一步凸显。有研究者指出，“专业课程在融入思政内容方面，与高校思政课程教学

遇到的问题相似，往往停留在理论学习和认识上，缺少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务实

性和实践性，因此，学生的理解往往不深，甚至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而实践类

课程的开展则可以将理论学习与实践体悟结合起来，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

结合起来，通过带领学生走进社会生活、走进生产管理一线去了解国情社情、历练

专业能力、拓展思维视野、认知自我价值，实现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当前高校的

实践类课程主要有三大类：一是专业实验实践类课程，这类课程往往是专业理论教

育课程的延伸和拓展，如岗位实习、社会调查等；二是创新创业实践类课程，这类

课程是新形势下为了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而单独开设的课程，如，各种创新创业

大赛；三是社会实践类课程，这类课程主要是为了拓展学生的社会视野，培育学生

的志愿服务精神，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如暑期三乡下。推进“思政”与“实践类课

程”大融合需要立足不同类型的课程形式选择不同的融入路径。针对专业实验实践

类课程，应重点挖掘专业实践所对应的行业或领域里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将“思政”之盐融入到学生职业精神和职业能力培育中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

国家情怀。针对创新创业实践类课程，应重点引导学生将自己的创新创业实践与国

家重大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创新创业实践中了解国家发展实际，感悟中国

精神。针对社会实践类课程，应重点立足学生的专业优势，组织学生深入基层开展

志愿服务，让学生在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过程中认知自我、增长才干、放飞梦想。 

三、运用新文科教育技术新手段，激发课程思政教学活力 

“新文科”是应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而生。“从教学方式看，随着新技

术的推进，新文科教学手段多样化，大量新技术渗透到文科教学中。”《宣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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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要“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主动适应并借力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

现文科教育高质量高水平发展”。在这样的倡导下，作为课程思政建设“主渠道”的课

堂教学将获得新科技的技术赋能以提高育人质量。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是课堂教

学三个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课堂教学质量的高低取决于三者的效能及其互动结

果，新的教育技术赋能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将为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注入强劲

动力。 

（一）技术赋能教师提升课程思政能力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教师能否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将价值教

育寓于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之中，能否履行好教书育人职责，主要却决于教师的课

程思政意识和能力。其中课程思政意识是前提，课程思政能力则是关键和支撑。课

程思政能力是指课程教师依托课堂教学渠道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与

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力不同，课程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力是

在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与专业学科知识及其价值观念进行融合的基础上对学生施

加影响所呈现出来的能力。所以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

元素的挖掘、融入、呈现力；二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求的识别力。这两方面能力

的提升既需要教师主体的理论素养提升，也需要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尤其是思想

政治教育元素的挖掘、融入、呈现力是当前制约教师履行课程思政职责的关键制约

因素。随着云计算、大数据、VR 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的挖掘与可视化呈

现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在对专业知识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行挖掘时，可

以充分运用这些技术。当然前提是要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学科专业知识的内

容数据化，建立课程思政教学数据库，为教学内容数据的挖掘、选择和匹配奠定基

础。在内容的呈现上，则可以充分运用可视化技术和 VR 技术，将相对抽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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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生动的画面予以呈现。除此之外，“技术就是洞悉学习者学习时间数据、学习

任务过程性数据’密码’的眼睛和大脑，通过检测积累的丰富数据，能够给学习者精

准‘画像’，进而实施有效干预与行为改进”。教师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求的识别和

把握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予以实现。 

（二）技术赋能学生提升课程学习能力 

课堂教学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互作用、有机融合的过程。检验课堂教

学质量和效果的核心指标是学生是否“学”到了所要求的教学内容。这既与教师的

“教”有关，也与学生的“学”有关。因此，提升学生的课程学习能力对于提高课堂教

学质量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学生课程学习能力，不仅受个体潜在心理综合素质

影响，也与学生参与学习的方式有关。在传统的思政课程教学中，学生的学习方式

主要是“你讲我听”，学习的资源主要是教材及教辅资料，学习的过程被限定在一定

的时间和空间内完成，学习效果的评价方式主要是知识考试。在这种模式下，学生

往往是在被动的状态下参与课程学习，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自主学习的能

力没有得到充分激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课程教学有效性的提升。随着新文科

建设的推进，反映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的教育技术

将广泛地应用到课堂教学之中，以赋能学生的自主学习过程，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学生可以依托新技术，延申学习时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将课前预习、课中学

习、课后复习进行整合，实现时时可学、处处可学；可以拓展学习资源，走出教师、

教材和教辅的限制，与社会中的各种资源对接，既可以通过网络联结其他教师解疑

释惑，也可以通过网络联结其他学生讨论问题交流心得，还可以借助开放的网络空

间寻找学习资源。尤其是在智能技术的支撑下，学生的学习过程可以实现人机协同，

智能设备既可以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也可以记录学生的学习数据，及时评价、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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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学习进展和效果，以便于个体进行学习反思，调整学习状态，提高学习效率。 

（三）技术赋能教学内容提升课堂吸引力 

“教学内容，系指教学过程中同师生发生交互作用、服务于教学目的达成的动

态生成的素材及信息。”这些素材及信息是在教材所倡导和规定的价值观念、知识

观点及能力要求的基础上再次开发而成。好的教学内容设计，既要融合教师的教学

智慧，也要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情感需求，还需考虑教学场景的要求。当前一些

课堂到课率不高、抬头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老师照本宣科，读教材、

读 PPT，教学设计千篇一律，教学内容陈旧、枯燥，不够新鲜和生动，吸引力不足。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既有教师自身的教学态度和能力问题，

也有学生认知思维和方式转变的问题，还有评价制度、教学环境的问题，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学生认知思维和方式的转变。当今在校大学生学习成长在移动互联时代，

他们时时在线、处处在线，他们时时读屏、处处刷屏，他们热衷于看图、看短视频、

看真人直播。直观化、动态化、多元化、碎片化的信息消费方式致使他们的认知和

思维方式也呈现出形象化、碎片化的特征。因此，教学内容的设计和呈现只有符合

学生的上述认知特征才有可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这就需要现代信息技术的赋能，

将短视频、数据画像、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到教学内容的组织和呈现中去，使干瘪

的教学要点立体起来、鲜活起来，使抽象化的文本素材图像化、动态化，使学生能

够参与进来、体悟出来，打造课堂“视听盛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课堂吸引

力。 

四、立足新文科管理体制新变革，构建全链条式育人格局 

在组织管理体制上，新文科教育“要努力突破传统的‘原子式’的、‘个体化’的教

育组织模式”，跨越学科边界、专业边界、课程边界，实现学科协同育人、专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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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育人、学院协同育人；打通“学界与业界”“学校与学校”“学校与政府”“学校与企业”

的合作育人通道，构建校、政、行、企多元参与的育人格局。《宣言》明确指出，

要变革人才培养模式，“聚焦应用型文科人才培养，开展法学、新闻、经济、艺术

等系列大讲堂，促进学界业界优势互补。聚焦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和‘一带一

路’建设，加大涉外人才培养，加强高校与实务部门、国内与国外‘双协同’，完善全

链条育人机制”。因此，从应然的角度讲，课程思政建设也将随着新的文科人才培

养模式的变更而获得多元协同的力量支撑。但要将协同育人理念和目标转化为实

践，将应然转变为实然，还需结合课程思政建设的内在要求做好机制建设和实践探

索。 

（一）校内协同激活课程思政建设的内生动力 

高校是课程思政建设的直接责任主体，高校教师则是课程建设的关键实施主

体。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不只是课程及课程教师的事情，学校各部门各单位及其工

作人员同样负有责任和义务”。这就需要学校的党委行政做好统筹协调工作，激发

各责任主体参与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一是要统筹好各门专业课程教师

之间的协作配合问题，要求二级学院做好本学院课程思政建设的顶层设计，分年级、

分专业、分课程整体推进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与挖掘，避免简单重复教学。二是要

统筹好专业课程教师与思政课教师之间的协作配合问题，建立专业课程教师与思

政课教师之间互学互访、互帮互助的交流机制，鼓励专业课程教师深入思想政治理

论课课堂听课研讨，支持思政课教师加入二级学院课程思政建设团队，以学院为单

位构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育人共同体。三是要统筹好专业课程教师与辅导员

老师之间的协作配合问题，鼓励专业课程教师多向辅导员了解所教班级学生在日

常学习生活中的思想动态，挖掘学生生活中的育人素材。同时也鼓励辅导员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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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思考课程思政与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点，及时向专业课程教师反馈意

见。四是要统筹好其他各部门工作人员共同服务于课程思政建设，为课程思政建设

提供政策、资金、技术支持。 

（二）校校协同打造互助共享的课程思政平台 

当前，课程思政建设是各高校正在积极推进落实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各高校

的历史底蕴、学科优势、专业特色、师资力量不同，进行课程思政建设所拥有的资

源也存在显著差异。如拥有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高校相比其他高校而言在

课程思政建设中将更容易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有力支撑。师范类高校因教

育学的学科优势及“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精神氛围更容易开展课程思政建设。而

一些偏理工的专业性院校，偏技能培养的大专院校在学科支撑和人文传统上则相

对薄弱些，但他们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科技的研发和运用上更有优势，

这些优势可以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技术支撑。除此之外，各高校进行课程思政建设

的实践进程也存在时间和水平上的差异，早在课程思政建设方案颁布之前，上海地

区的一些高校就率先在全国进行了课程思政方面的建设探索，推出了一批有影响

力的示范课程，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课程思政建设经验。而大多数高校都是在方案颁

布后才开始课程思政建设，且多处于实验探索阶段。因此，课程思政建设仅靠一所

学校、一个地区的学校、一个行业的学校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需要各高校之间共

享资源、互助互进。具体而言，重点应抓好互助共享平台的建设。一是建立交流学

习平台，在教育主管部门主导下建立课程思政建建设联盟，高校之间定期分享建设

成果，交流学习建设经验。二是建立互助发展平台，课程思政建设资源充足且经验

丰富的高校定点帮扶建设相对滞后的高校，互派师资共同参与课程思政建设。三是

建立资源共享平台，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建设课程思政资源库，将各高校的优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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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政教学视频、素材、方案进行整合共享。 

（三）校社协同构建政学研企一体化育人格局 

“教”与“学”都是以特定的社会生活背景为依托的，脱离社会生活的教学实践是

空洞无味的，脱离社会支持的教育实践也是无法进行的。课程思政建设，无论是课

程建设的资金、政策、技术等资源的获取，还是课程内容的挖掘与丰富、育人环境

的优化等都需要依托社会力量的支撑。这里的社会力量主要有三大主体：一是政府。

政府既是课程思政建设的主导者、支持者，也是参与者。政府除提供必要的制度和

物质支撑外，还可从政务实践中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丰富的素材，经验丰富的党政

人才还可直接参与到课程思政的建设中去，这与新文科建设中推行的社会大讲堂

模式是相契合的。二是社会研究机构。与高校里的科研机构相比，社会的研究机构

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更有深度地参与社会建设，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丰富学生知识、

开拓学生视野、增进学生把握社会发展现实更具有穿透力。三是企业。企业是社会

经济运转的细胞，企业在参与经济建设中更能够把握当今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

脉搏，更了解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具体要求。企业参与课程思政建设，既能够为

理论类课程提供一线的教学案例，也能够为实践类课程的开展提供平台。构建政、

学、研、企一体化育人格局，应“坚持两走”：一是走进来，即邀请政府、研究机构

和企业工作人员走进学校共同商议课程思政建设方案，走上讲台结合工作实际讲

好中华民族复兴故事；二是走出去，即高校应组织参与课程建设的教师走出校园到

政府去、到研究机构去、到企业去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把握社会发展趋势，积累

教学素材，尤其在开展实践类课程思政建设时，组织学生到政府、研究机构及企业

去参观、实习和见习，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感知社会、磨砺自我、励志成才。 

(转自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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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和支持大学生学科竞赛工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引导、激

励师生积极参与其中。学校大学生学科竞赛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学生获奖数量和奖项质量不断

提升。近五年我校本科生在各类竞赛中共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项 1600余项，其中国家级奖近 500

项、省部级奖 1100 余项。奖数总数年均增长率近 30%，国家级获奖数年均增长率超过 50%。学

校在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本科）排名大幅提升。 

为进一步总结经验，发扬成绩，《教学简报》特别策划推出学校大学生学科竞赛专辑，供参

考交流。本期展示政法学院的学科竞赛工作开展情况。 

 

大学生学科竞赛系列报道——政法学院篇 

为贯彻国家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决策部署，推动学校积极探索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学院根据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法学与管理学的人才培养目标，

以“创新与实践”为核心理念开展系列学科竞赛活动，着力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

新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为社会输送合格的复合型高素质专业人才。学院坚持校、

院、系三级联动，传帮带接力奋进，成功打造了专业化的学科竞赛育人指导团队，

并以学科竞赛积累的丰富经验反哺日常的实践教学，实现了“以赛促教、以赛促

学、以赛促改”的教学目的，切实增强了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提升了人才培养质

量，也为推动我校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优化提供了经验借鉴。 

近年来，学院积极组织团队参与了湖南省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湖南省“漾

翅杯”法律实践能力大赛、湖南省高校研究生法律案例大赛、湖南省高校公共管

理案例大赛、“哲寻杯”华中地区大学生公共管理方案设计与决策对抗大赛、“哲

寻杯”全国高校公共管理案例大赛等多项学科竞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现将各

项比赛的情况总结如下： 

一、湖南省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 

1.赛事介绍 

湖南省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是由湖南省教育厅主办的竞赛，该赛事采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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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写作、法庭辩论等竞赛方式，旨在培养法学专业本科生的实务意识、实践动

手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不仅有助于克服传统法学教育的弊端，促进理论

知识向实践技能转化，也有利于落实职业素质教育，促进高端法学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 

湖南省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从 2012 年开始举办，目前已成功举办六届。竞赛

由湖南省 23 所高等院校组织选拔的代表队参加竞赛，每所院校选派 1 支由不超过

8 名在校学生组成的代表队参赛。整个比赛由书状比赛和现场竞赛共同组成。其

中，书状比赛设优秀书状奖 8 名，包括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5 名，均根据书状竞

赛得分排名依次确定；案例大赛分初赛、复赛和决赛，分别设团体奖和优秀辩手

奖，包括团体奖设一等奖 4 名（含冠军 1 名、亚军 1 名、季军 2 名），二等奖 4 名，

三等奖 11 名。另外，设优秀组织奖若干名，最佳辩手奖 2 名，优秀辩手奖若干名。 

2.历年获奖情况介绍 

我校法学专业于 2012 年起参加该赛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曾获得团体一等

奖 2 项（其中冠军 1 次、亚军 1 次），团体二等奖，最佳组织奖。并且，多名同学

先后获得最佳辩手奖、优秀辩手奖。 
历年湖南省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获奖汇总表 

时间 团队成员 指导老师 奖项 

2012 年 郑锐、武少华、胡冰洁、戴环宇 宁洁 团体二等奖、优秀辩手奖 

2013 年 李左锋、黄娉慧、曾灿、韩晓玥 吴敏 最佳组织奖、最佳辩手奖 

2015 年 
刘斌、孙凌雪、魏宵林、张兴和、邓珺

文、史序鸿、杨兆丰、刘雯鑫 

吴献萍、刘雪

梅 

现场竞赛一等奖、书状竞赛

一等奖、最佳辩手奖、优秀

辩手奖 

2017 年 
王昕、尹冬晴、孙思雯、仇平安、彭恬、

王霄、乔亚俊、张凯玥 
阳永恒、吴敏 

书状竞赛一等奖、现场竞赛

二等奖、优秀组织奖 

2019 年 
李鋆昳霏、范宇超、杨顺、黄孟婷、韩子

亦、韩嘉、王羽冲、王一帆 
阳永恒、吴敏 

团体一等奖、书状系列竞赛

一等奖、最佳辩手、优秀辩

手 

2020 年 
杨顺、翟孟豪、董可昕、贾盛卉、王万

祺、李赛文、李心仪、范宇轩 
吴敏、黄娟 

团体一等奖（冠军）、书状

竞赛二等奖、最佳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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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湖南省“漾翅杯”法律实践能力大赛 

1.赛事介绍 

湖南省“漾翅杯”法律实践能力大赛由省法学会程序法学研究会主办，着眼

于让学生充分参与（虚拟）实战达到学以致用，既强化了学生对于专业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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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和运用、提高了大学生综合素质，又增进对团队合作的体验。比赛完全模

拟现场庭审，分为庭前程序准备阶段和庭审阶段。由抽签决定庭审顺序及担任原

告、审判方或被告的角色，并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材料准备和庭审阶段，全方

位考验同学们的实务能力和现场应变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和潜能，为学生走

向职业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 

2.历年获奖情况介绍 

我校法学专业从第一届开始积极参加该赛事，取得了较好成绩，曾多次获得

优秀团队协作一等奖、专业能力一等奖、杰出指导能力一等奖。 

 

湖南省“漾翅杯”法律实践能力大赛获奖汇总表 

时间 团队成员 指导老师 奖项 

2014 年 曾灿、李印、马海燕、李雅楠 雷鑫 
优秀团队协作奖、优秀书记员奖、

优秀指导老师奖 

2015 年 张译丹、程笑笑、李洲、王潇栩 雷鑫 
“敢斗”奖、诉讼综合能力一等

奖、优秀指导老师奖 

2017 年 刘杰、龚文捷等 吴敏 
团体二等奖、杰出诉讼能力二等

奖、三等奖、杰出指导能力一等奖 

2018 年 
李鋆昳霏、范宇超、梁钊玮、黄孟

婷 
吴敏 

“敢斗奖”、杰出审判能力二等

奖、杰出审判能力三等奖 

2021 年 
张天媛、杨海燕、梁山、黄嘉仪、

吴燕 
方臻 

优秀团队协作一等奖、杰出指导能

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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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湖南省高校研究生法律案例大赛 

湖南省高校研究生法律案例大赛是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面向省内高校大学生所举办的法学专业领域赛事。大赛旨在推进法学专业研究生

实践教学工作，考察研究生对法学理论的理解以及处理复杂法律事务的能力。 

首届大赛于 2015 年在中南大学举行，目前已经成功举办六届。大赛分为法律

意见书竞赛和言词辩论竞赛两个方面的竞赛。其中，法律意见书竞赛主要考察针对

初赛案例撰写相应法律意见书；言词辩论竞赛则包括陈述、辩论、评委提问、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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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等环节。大赛分别设置书状比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以及言词辩论比赛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并单独设置优秀辩手奖。 

2.历年获奖情况 

我校法学专业从第一届开始积极参加该赛事，取得了较好成绩，获得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多项，多名学生获得优秀辩手奖。 

湖南省高校研究生法律案例大赛获奖汇总表 

 

 

 

  

时间 团队成员 指导老师 奖项 

2015 年 周叶进等 雷鑫 三等奖 

2016 年 
黄乔、张可、肖梦涵、韩晓玥、魏叶青、

潘姮利、魏云龙、郝雨薇 
阳永恒 

书状比赛第一名、言词辩论

团体三等奖、优秀辩手 

2017 年 谭任斯、罗雅靖等 阳永恒、罗泽真 
三等奖、优秀团体奖、优秀

辩手 

2019 年 胡锦华、彭会茗、易才凤、陈诗 李敏、黄娟 书状比赛三等奖、优秀辩手 

2020 年 何泽鑫、陈诗、王笑语、常远 李敏、诸江 书状比赛三等奖、优秀辩手 

2021 年 范宇超、王昭淦、徐婧、刘宇琪 黄娟、诸江 书状比赛二等奖、优秀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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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湖南省高校公共管理案例大赛 

1.赛事介绍 

湖南省高校公共管理案例大赛（又称 MPA 案例大赛）是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学

位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竞赛，该赛事以案例分析的方式，旨在为省内高校公共管理

学科专业学子提供一个利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平台，不仅

有助于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也有利于推动公共管理教学改革和学科发展，推进

案例教学模式的广泛应用，提高公共管理人才培养质量。 

湖南省高校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从 2015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目前已成功举办

六届。全省招收有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的培养高校均可自由组队参赛，每所院校至

少选派 2 支研究生代表队，每队由 4 名在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或科学学位研究生组



2022 年                                                                                           2022 

第 3 卷 第 26 期                                                                                    Vol.3  No.26 

35 

教学简报 

成。邀请全省公共管理学科专业联盟院校的本科生自由组队参加初赛，每所院校可

选派 3 支代表队(研究生队 2 支，本科生队 1 支)，每队由 4 名在校全日制本科生组

成。案例大赛分初赛、复赛和决赛，根据报名情况评选出本科生组的优秀案例（按

本科生自编案例的 40%确定奖项），颁发获奖证书。各队比赛总分为初赛阶段案例

文本评审分和决赛现场分析展示分共同构成，其中案例文本评分占 30%，现场分析

展示分占 70%。案例一定要有比较完整的事件，有核心人物或决策者，有起、承、

转、合，要能够把事件延伸下去；起是事件的开始，推出由时间、地点、起因等要

素构成的场景，介绍核心人物或决策者、主要角色和其他角色；承是推出关键事件，

引出争端、问题和兴奋点；转是事件的进一步展开，罗列存在的种种困惑，描述进

退两难的抉择困境；要不断深入拓展令核心人物或决策者感到迷惑或难以决断的

事情，或展开当事人也无法把握和预料事件结局的事件；合是事件的高潮，突出机

会与制约因素，核心人物或决策者到了不得不进行选择的时刻。 

2.历年获奖情况介绍 

我校行政管理专业于 2016 年起参加该赛事，取得了较好成绩，曾获得湖南省

高校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二等奖 4 项。 

历届高校公共管理案例大赛获奖汇总表 

时间 团队名称 团队成员 指导老师 奖项 

2019 年 不断电 
李晶晶、蒋耀聪、李宇康、

王筱燕 
彭芬兰、熊玲君 省二等奖 

2019 年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

觉得 

刘  晃、林  敏、邓安琪、

宋亦静 
曹芳 省二等奖 

2018 年 绿水青山 
杨  航、李紫婷、邓漫妮、

刘倪 
曹芳 省二等奖 

2016 年 2013 行政管理 
李辉兵、刘琳、范承敏、杜

配超 
王菁 省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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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哲寻杯”华中地区大学生公共管理方案设计与决策对抗大赛 

1.赛事介绍 

“哲寻杯”华中地区大学生公共管理方案设计与决策对抗大赛是着眼于目前

全国高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各具优势，在理论研究、实践教学和服务社会方

面，分别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但是学生和老师之间一直缺乏一个有效的平台来承

接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而创办的赛事。因此，借助于举办比赛，既能够加强学

生之间的了解，也能帮助老师之间的沟通，对于响应国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创

新具有现实意义。“哲寻杯”华中地区大学生公共管理方案设计与决策对抗大赛与

传统案例大赛相比，大赛在形式和内容上有了较大的突破与改变，比赛中小组通

过数理模型的系统性思维、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应对公共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有助于探索教学模式，使学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在（虚拟）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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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下积极参与，充分利用理论知识，在实践中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从而使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学生走向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提

升大学生就业能力。有助于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引导公共管理学习兴趣，既强化

了对公共管理知识的理解，又增进了对团队合作和团队精神 的认知，也让其他学

生感受到专业的魅力，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和潜能，从而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

和学习兴趣，实现大学生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首届“哲寻杯”华中地区大学生公共管理方案设计与决策对抗大赛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正式启动，大赛是面向华中地区（湖北、湖南、江西、河南）普通全日

制高校公共管理及相关专业在校大学生的学科竞赛项目。大赛由湖北省行政管理

学会、湖南省高校公共管理学科院长（系主任）联盟和江西省 MPA 研究生教育联

盟联合主办，武汉科技大学承办，上海哲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全面技术支持。

大赛由公共管理方案设计、公共管理决策演练沙盘对抗，以及现场团队答辩等三

部分构成，其中公共管理方案设计、公共管理决策演练沙盘对抗使用哲寻公共管

理方案设计与决策演练沙盘对抗比赛平台软件在线进行操作。公共管理方案设计

为各参赛队伍线上、线下结合各自完成，公共管理决策演练沙盘对抗为各参赛队

伍集中、统一在线进行。通过公共管理决策演练沙盘对抗确定入围现场演示答辩

团队，并进行现场团队答辩。 

2.历年获奖情况介绍 

学院行政管理专业从第一届开始积极参加该赛事，取得了较好成绩，曾获得

特等奖 1 项，最佳公共管理方案奖 1 项。 
“哲寻杯”华中地区大学生公共管理方案设计与决策对抗大赛获奖汇总表 

时间 团队成员 指导老师 奖项 

2021 年 孙庆、卢鑫海、钱思慧 黎敏、匡娉婷 特等奖 

2021 年 孙庆、卢鑫海、钱思慧 黎敏、匡娉婷 最佳公共管理方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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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哲寻杯”全国高校公共管理案例大赛 

“哲寻杯”全国高校公共管理案例大赛是由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上海理工大

学管理学院主办，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上海海关学院协办，公共管理实践教学

领航者上海哲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赞助支持的面向全国大学生所举办的公共管理

领域赛事。大赛旨在推进公共管理相关专业案例教学工作，引导学生关注我国公共

管理热点问题，培养具备良好理论素养和分析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加强我国公共管

理院校间的交流与合作。 

首届大赛于 2020 年在上海理工大学举行，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初赛于

2019 年 12 月 15 日正式启动，共收到来自全国 24 个省市百余所高校的 300 多份

参赛作品，经初赛评审组评选并筛出 46 份作品进入决赛。第二届于 2021 年在上

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海关学院海关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主办。比赛共分为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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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对抗和现场答辩两个环节。在沙盘对抗环节，各参赛队伍的队员分别扮演规划局、

财政局、经信局、水务局、城管局、公安局等角色，面对统一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国

家政策法律环境，通过招商引资、发展工业和商业服务业，投资公共事业、增强当

地居民幸福感、提高城市竞争力。在沙盘对抗过程中，各参赛队伍公平竞争，队内

组员密切配合，既考察参赛队伍的管理知识，又考验队伍的团队合作能力。大赛通

过全国高校学生公共管理各方面技能实践运用，展示我国高等院校公共管理类相

关专业教学成果；提升公共管理教育主动适应社会、经济需求的能力。通过大赛期

间材料收集、调研、访谈和文稿撰写等互动和交流，推动专业综合能力拓展，提升

我国各院校实践教学水平。同时，通过大赛激发我国高校学生公共管理学习热情，

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就业能力，锻炼学生的分析思维、团队精神

和市场意识，为学生走向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2.历年获奖情况介绍 

我校行政管理专业从第一届开始积极参加该赛事，取得了较好成绩，获得三等

奖 2 项。 

“哲寻杯”全国公共管理案例大赛获奖汇总表 

时间 案例作品 团队成员 指导老师 奖项 

2020 年 

“回头看”后的中央环保督

察：出路何在？——以益阳市

石煤矿山生态整治为例 

王  磊、莫凯宁、卢鑫

海、秦二龙 
黎敏 三等奖 

2020 年 
农村新厕一改到位，村民“方

便”真方便？ 

李宇康、李晶晶、蒋耀

聪、王筱燕 
彭芬兰 三等奖 

2020 年 

“小切口”推动“大振兴”：

湖南省汨罗市白水镇“空心

房”整治的实践探索 

刘  晃、林  敏、邓安

琪、宋亦静 
曹芳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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