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罗 兵 吕 桢
电子制版：陈媛媛
学生编校：张春江 杨 迪
新闻热线：0871—65918181
E—mail:tcmjzz@163.com科学发展

2013年 7月 10日 星期三3

6 月 8 日，校党委书记杨建军来到药学院，调研指导本科毕业生
德育论文答辩工作。 他还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对孙思邈的名篇《大医
精诚》的感悟，勉励同学们要胸怀祖国，坚定为中医药事业奋斗的信
心。

6 月 5 日，李玛琳校长来到中药学院本科毕业生德育论文答辩
现场，观摩指导。她希望同学们认真设计职业生涯，正确对待学习和
生活中的困难，以专业素养贡献社会，服务大众。

6月 8日， 教学督导委员会主任郭兆刚在听取学生德育答辩后，
热泪盈眶地说，“德育答辩会让我感受到当老师的成就，自豪、光荣。 ”

6 月 8 日，德育答辩评委魏泽英老师在点评时，告诉同学们，“E-
ducation�� is�� what�� remains�� after�� one�� has�� forgotten�� what�� one��
has��learned��in��school”.（Albert�Einstein）（教育是一个人在学校学
到的唯一不被遗忘的东西。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我做为药学院 2009 级制药工程专业
（1）班的班主任，四年里，看着自己带的学
生即将一个个离开学校，心里很有感触，作
为他们成长的见证人，想说的话很多很多。

在最初接到学校通知， 要进行本科生
德育论文答辩， 而且还要将学生德育答辩
结果，与毕业证挂钩这个消息时，心里是有
点不乐意的， 本来作为毕业班班主任事情
就特别多，学生即将离校，毕业前补考、就
业指导、毕业典礼、户口档案迁移等等一系
列问题，已经够多，够繁琐了，我们还要做
为德育论文指导老师， 给学生进行论文指
导，学生也要在繁忙的找工作、实习、各种
考试中，抽时间来完成这件事情，感觉无形
之中多了很多事情。 就这样在一些不理解
与抱怨中进行着这项工作， 一开始一部分
学生对待论文态度不够认真，存在抄袭、应
付等等问题，于是毫不留情的返回去修改、
再修改直至论文合格。 当学生修改好的论
文交到我手上时，翻阅着他们的论文，读着
他们的心情， 仿佛过去的时光又一幕一幕
的展开在了眼前，泪水不觉湿润了眼眶。看

着他们对老师的感谢，对母校的感激，对未
来的憧憬，不由得从心里感叹到，原来自己
所做的工作对他们的影响是那么的大，当
初对这项工作的抵触心理， 也顿时消失得
无影无踪。

2013 年 6 月 9 日， 是一个有意义的日
子，学生进行了德育论文现场答辩。“大学
中我最难忘的是， 我留级了”，“在我大学
里，我最感谢的人是我的班主任”，“大学里
最遗憾的是没有担任过班委”，“将来我要
开一个良心药店，让穷人吃得起药”，“工作
以后第一个月的工资， 是想给妈妈买件漂
亮的衣裳” ……他们的讲述让我憋了很久
的泪水，一次又一次的滑落，作为他们的班
主任，看着他们如何从稚气未脱的高中生，
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大学毕业生，期间，他们
的快乐、悲伤、挫折、成功、失败，我几乎都
有份参与。 细细回味，这四年里，我为他们
的成功开心过、 为他们遭受的每一次挫折
而牵挂、为学生因为患重病离开哭泣过、为
他们送我的第一份教师节礼物感动过、也
曾为自己的工作得不到认同彷徨过， 我也

在和他们一起慢慢成长， 我总是把他们看
成自己的弟弟妹妹， 我用全部的爱， 真心
地、耐心地走进学生，忧伤着他们的忧伤，
快乐着他们的快乐， 我把德育教育渗透到
了学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在不断的成长
中，我意识到我们短短的一句话、小小的一
个举动都会影响学生的思想和成长， 我们
作为辅导员、班主任，在学生成长过程中是
那么的重要。

作为一名高校辅导员， 德育教育是我
们工作的核心， 习总书记在今年五四青年
节的讲话中指出：“广大青年要把正确的道
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
紧密结合起来， 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带头倡导良好社会风气。 ”而
我校一直以来坚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
务育人、 环境育人的全方位育人的工作方
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把努
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作为工作首要任务， 使每个学
生牢记以德为本， 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胸怀理想和抱

负， 让他们学会主动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
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为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毕生的力
量！

此次我校本科毕业生德育论文答辩，
正值学生毕业前夕，这个时候，我们的学生
可能会因为找工作的不顺利， 初入社会的
迷茫，在思想上产生动荡，而德育论文答辩
工作的开展， 让他们反思了他们的大学生
活，重新树立了价值观，坚定了信仰，树立
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使他们明白了，他们
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历
史使命。 不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做
一个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坚守创业的人，
做一个善良、感恩、敢于奉献的人。

我想今后不论我在什么岗位上， 我都
将坚持不懈的为德育教育工作付出我的努
力，我相信在我们云中人的共同努力下，今
日含苞欲放的云中， 明日一定能盛开绚丽
的花朵。 老师们、同学们，让我们手拉手心
连心，为云中的美好未来加油！

（中药学院辅导员 杨龄）

5月 29 日和 6月 4 日、5日，人文与管
理学院分别举行了 2009 届公共事业管理、
市场营销两个专业、 三个教学班共计 119
名毕业生的德育论文答辩会，现总结如下：

一、基本做法
一是提前宣传动员。采取班会、指导教

师现场指导等多种形式， 向毕业生阐述德
育答辩的意义、 撰写答辩论文的基本要求
及答辩方式。

二是把德育答辩工作摆在与专业答辩
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实施。 我院组成由党总
支书记和院长为主任的“毕业生德育答
辩评审委员会”，明确专业论文指导教师为
德育论文指导教师。组织发动广大班主任、
辅导员、 学管办干部教师全程参加德育答
辩工作。

三是要求指导老师认真指导修改德育
论文，参与班级的内部互评修改，报经学管

办审核，符合规范的论文才能提交答辩。
四是规范答辩。 答辩专家组当场对每

个毕业生提出评审意见， 并根据毕业生平
时表现、论文成绩和答辩表现综合评分。

此次我院 119 名毕业生全部通过答
辩，其中 104 名同学获得了“优”，占毕业生
总数的 87.4%，15 名同学获得了“良”，占毕
业生总数的 126%，有 6 篇论文评为优秀德
育论文。

二、初步成效
（一）加强了学生的自我教育。
同学们通过系统回顾总结、 认真梳理

了大学四年的心路历程、 实践经历及对人
生的感悟， 全面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
教训，找准差距和不足，调整发展方向，普
遍感到更加成熟自信， 并自觉以积极向上
的心态展望美好未来。

（二）提高了我院毕业教育的实效。

德育答辩充实了毕业教育内容， 改变了以
往毕业生们最后两个月自由散漫、 虚度时
光的格局， 促使同学们严肃认真地思考过
去、现在和未来。 如在答辩中，我院公共事
业管理专业毕业生李云龙、 周冬梅坦诚了
自己的择业观， 表示即将前往新疆和田市
人民医院工作。 校党委副书记王翠岗等在
场师生对他们寄予热情的鼓励和真挚的嘱
咐， 这两位同学都坚定了前往新疆追寻梦
想的决心。

（三）拓展了德育工作的方式。
德育答辩为进一步掌握学生成长轨迹提供
了有效途径。通知答辩才知道，平时没有注
意的细节，想不到对学生成长是如此重要，
增强了今后育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施性。

三、工作体会
（一）教师指导学生完成德育论文的过

程，就是将“立德树人、以德为先、全面发

展”的德育方针贯穿始终的重要体现，增强
了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

（二）学生通过自我总结、交流、答辩等
互动过程， 强化了对自我思想道德的内省
和行为的自律，这是任何单项灌输、单纯说
教的传统教育方式无法比拟的。

（三）增强了毕业生的集体荣誉感和爱
校情结。答辩会上，广大同学都表达了对父
母、师长、母校的感激之情。 有的同学恋恋
不舍， 出现在答辩现场哽咽不已的动人情
景。同时优秀毕业生的答辩，对现场观摩的
低年级同学产生着榜样和示范作用。

本次德育答辩，由于是第一次开展，尽
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仍存在许多不足。在今
后的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总结经验，提前
谋划，精心组织，提高质量。

（人文与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吴燕）

护理学院于 2013 年 6 月 5、6 日两天
在呈贡校区及白塔校区同时举行 2013 届
毕业生德育论文答辩。 参加答辩的有护理
学院 2008 级、2009 级五个班共 243 名毕
业生。 答辩以班级为单位进行。

一、高度重视，认真准备
护理学院首先统一教师思想认识，根

据师生建议，制定了《实施方案》，在德育答
辩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德育论文指导
组、 德育答辩评审组， 具体组织实施 2013
届毕业生德育答辩工作。

二、全员参与，责任到人
要求全体教职工参与， 毕业生随机分

组，每组 8至 9 人，每组由一名老师负责指
导撰写论文、制作 PPT、答辩要领等。 考虑
到在职教职工只有 19 人， 毕业学生多达
243 人的实际，结合“四群教育”、“各级领
导干部联系学生制度”， 聘请了学工部、组
织部、宣传部、思政部、研究生处专兼职老
师 15 人作为外请指导教师，不仅保证了德
育答辩的质量， 还调动了干部教师全员育
人的积极性。

三、工作扎实，注重实效
指导教师尽职尽责， 采取面对面、个

别、集中等形式进行指导，采用电话、邮件、
QQ、短信、微信等通讯方式进行交流，一次

又一次的开会、讲解、修改，从思想的交流
到标点符号的修改，不仅指导论文的内容，
还鼓励认识自己、调节心态、适应社会，用
行动使学生们进一步感悟德育的真谛。
2008 级 1 班的聂萍同学，指导老师与其面
对面交流 3 次，邮件交流 4 次，短信交流 6
次、 微信交流 5次， 修改论文 5 次， 答辩
PPT4 次。 聂萍同学非常感谢老师的指导，
在微信上发了一位老人用星星照亮孩子的
图片，下书：我们老师真好，认真、耐心，对
我们的论文和 PPT不厌其烦的修改、指导，
非常感谢！

四、认真总结，客观评优

我们从本届毕业生德育答辩中， 也发
现育人工作中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如毕
业生普遍反映， 低年级的职业规划和学业
辅导缺失，没有系统的综合素质拓展指导，
大学文化生活不够丰富等等。 对我们震动
和启发很大， 找到了今后校院共同努力解
决问题的重点所在。

答辩结束后， 我们要求每位指导教师
推荐 1-2 篇好的论文， 请基础医学院党总
支进行推优评审，按 5%的比例评选出优秀
论文 12 篇，保证了评审过程公正公平。

（护理学院院长 陈祖琨）

为贯彻校党委关于深入开展“解放思想、
凝聚力量、创新发展”主题实践活动的要求，完
善德育体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校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充实毕业教育内容，总结学校人
才培养和德育工作经验，有针对性地改进育人
工作，结合实际，我校从 2013 年起将推行本科
毕业生德育答辩制度。

德育答辩是对应届毕业生在本科学习阶
段接受德育、思想政治、法制纪律、综合素质等
方面教育效果的综合性、总结性考核评价，是
对学生在校期间思想道德素质的全面考核，是
对学校德育实施效果的全面检验，是毕业生德
育评价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也是将“立
德树人、以德为先、全面发展”的德育方针贯穿
始终的重要体现。 德育答辩是要求毕业生按
照规定的格式和文体对个人在我校学习成长

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形成德育论文，并以班
级为单位，通过答辩会的形式，向班级同学、答
辩委员会宣读，在接受提问，回答问题后，由答
辩评审委员会就其德育表现做出评价的一种
教育形式。 德育答辩旨在加强毕业生教育与
管理，既考核其思想道德素质如何，又依据每
个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帮
助，强化学生对自身思想道德的内省和行为的
自律； 旨在增强毕业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
性，密切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疏导离校前学生
中存在的各种不良情绪，增强毕业生的爱校情
结；旨在深入掌握学生成长轨迹，检验学生在
校期间人才培养和德育工作的实施效果，总结
得失，改进工作，进一步提高育人工作的实效
性； 旨在充分发挥优秀毕业生的榜样示范作
用，带动和鼓励在校生学习成长，传承优良校

风学风。 德育答辩遵循坚持将德育与专业教
育相结合原则，把德育作为学校人才培养的重
要组成部分，体现全程育人、全员育人；坚持教
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原则，积极发挥学校党团
组织、学工干部和广大教师作用，调动学生积
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自我教育；坚持针对
性、实效性原则，努力解决学生成长过程中的
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以人为本，以理服人，以
情感人，注重实践体验和平时表现，增强育人
工作的实际效果。

为保证德育工答辩工作认真规范， 取得
实效，学校成立了由党政主要领导为主任、分
管学生思政和教学工作的分管党政领导为副
主任，学工部、宣传部、教务处、校团委、思政
部、体育部等部门负责同志组成“毕业生德育
答辩指导委员会”，负责协调指导 2013 届毕业

生德育答辩工作。各二级学院成立由党政主要
负责人任主任，学工办主任、团委书记、专兼职
辅导员、班主任、思政课教师、专任教师代表组
成“毕业生德育答辩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毕
业生德育答辩工作。 德育答辩由各学院负责，
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实施；学工部(处)、思政部负
责协调指导督查。

根据《云南中医学院 2013 届本科毕业生
德育答辩工作实施方案》， 2013 届毕业生德育
答辩工作分宣传准备阶段、 论文撰写阶段、交
流答辩阶段和总结整理阶段四个阶段进行。德
育答辩论文撰写必须以大学期间的学习成长
为主线，总结本人大学期间各个重要阶段的收
获和体验，记录和评价个人大学学习成长过程
中的得失与反思，表达对青春及人生的理解和
感悟，明确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规划今后

的发展计划和目标。每位毕业生答辩分为以德
育论文为基础的“自我总结”陈述和“现场提
问”2 个环节。 答辩专家对每名毕业生的德育
总结和答辩时存在的问题要及时纠正，以达到
教育引导学生的目的。德育答辩评审委员会要
提出评审意见，说明该生是否通过此次答辩或
是需要进行二次答辩，并核实平时表现、总结
论文和现场答辩三部分成绩，审定答辩最终成
绩（总成绩以百分制计，折算成相应的优、良、
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答辩人应根据评审意
见及时修改完善论文。对德育答辩终审成绩认
定为“不合格”的，需要提出是否二次答辩等处
理意见。

截止 6 月 20 日， 全校 15 个专业共 1228
名毕业生顺利通过答辩。

我校 2013 届本科毕业生德育答辩工作纪实

德育答辩工作总结与交流

护理学院院长 陈祖琨 人文与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吴燕 中药学院辅导员 杨龄

辩答 现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