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新学期，长春大学旅游学院大二学生

冯学林有了新变化：他放下了平时喜欢的漫画

和杂志，开始对《资本论》《实践论》《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这些著作爱不释手。

和冯学林有着同样转变的学生还有很多。

如今，“人人读原著、人人讲思政”的学习氛围正

在长春大学旅游学院形成。从2017年起，长春

大学旅游学院举全校之力全面推行思想政治理

论课综合改革，他们把开展学生活动作为重要

抓手，构建了“说、讲、读、赛、网”5个实践教学环

节，积极引导大学生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这

样的尝试让思政课从“有意义”到“有意思”，带

动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多彩活动激发学习热情

“马克思主义理论离我们有多远？”“在平时

生活中我们真能用到它吗？”以前，这些问题一

直困扰着工学专业的学生雷永杰。

进入大二，雷永杰终于找到了答案。在第

一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上，学校组织开

展了全年级的“大学生主题说课”活动，活动表

现计入平时成绩。活动主要围绕大学生关注的

热点焦点，以教学班进行分组，每组课下自行组

织讨论，确定主题，并选出代表在课前5分钟进

行说课演讲。

“思政课还能这么‘玩’，有点意思。”很快，

雷永杰与其他5位同学组建了说课小组，并把

说课主题选定为“人工智能能否代替人类智

慧”。为了做好这次课堂5分钟的“亮相”，说课

小组下足了功夫。查阅资料、研读原著、制作课

件、临场演讲等等每一个环节都让雷永杰受益

匪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价值观，也是方法论，

它实实在在指导着我们的学习生活。我要与真

理同行！”雷永杰说。

“我们是‘筑梦免考组’，我们的目标是通过

比赛获得期末考试免试资格！”在学校艺术学

院服装表演系的学生郭中飞、张子怡笑着介绍

自己的比赛团队。原来，为了提升思政课堂教

学效果，2017年学校大胆推出了以知识竞赛代

替期末考试的改革举措。竞赛以必答题、抢答

题、论述题为主，知识点覆盖了课程的所有内

容，参与最终决赛的学生可以申请本课程免

试。“这样的比赛太有‘诱惑力’啦！报名参赛

后，我们团队经常约到一起自习课程，我们一定

会取得好成绩！”郭中飞自信地说。

课上开展“主题说课”活动、课下开展“大学

生讲思政课”“大学生读马列经典”“大学生知识

抢答赛”等活动，并着力打造网络思政课平台，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构建起了“说、讲、读、赛、网”

五位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大学生讲思政课”活动中，60%

的学生自发组建团队，走上讲台展现风采；读书

活动中，6000多名学生、72个读书小组自发捧

起《共产党宣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书目进

行系统研读；以赛代考，自2017年开展以来，学

校有近百人获得了免试资格。这些丰富多彩的

实践教学活动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实现了

课堂教学的翻转，达到了学懂弄通的教育目的，

变被动听课为主动说讲，真正让有意义的思政

课变得有意思起来。

合力育人带来累累硕果

“合力育人，这是学校思政课改革过程中的

突出亮点。”长春大学旅游学院党委书记张洪昭

说。2017年，学校把两个马列教研室进行整合，

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主抓全校思政工作。

此外，学校学生处、党委宣传部、组织部、教师工

作处、团委等多部门联动，形成育人合力，全力

做好“大思政”育人平台，学校教育教学水平上

升了一个新台阶，人才培养也呈现井喷之势。

“短短2年，学校思政课教研能力取得了快

速发展。”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雅文说。在教

师队伍建设中，他们先后树立“课程负责人制”

“学科负责人制”，成立了“教学工作坊”和“科研

工作坊”，着力抓教学科研能力。两年来，全校

思政课教学质量得到好评，教师队伍茁壮成长，

很多教师在省市级讲课比赛中获奖。在科研

上，学校思政课科研团队去年拿到了省“十三

五”规划课题2项、教育部课题1项，实现了学校

研究国家级课题零的突破。

成长的不仅是教师，近年来学校不断涌现

出品学兼优的学子。商学院学生都瑞走上社

会，积极组织开展禁毒专题教育讲座、艾滋病主

题知识讲座等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被团省委评选为“吉林省百期万名大学生骨

干”，并参加了“吉林省百期万名大学生骨干”专

题培训班。

今年开学初，全校学生递交入党申请书比

例达到了90%，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新学期开

学，学校拿出400万元奖励了400名优秀学子，

激励他们成长成才。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

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

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学校将进一步加大思政

课改革力度，激发师生教育教学活力，实现‘大

思政’育人浓厚氛围，以此带动人才培养、教师

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为学校的

跨越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张洪昭说。

从“有意义”到“有意思”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推进思政课改革见闻

本报记者 缪友银 通讯员 侯淼

下午3时20分，放学时间

到了，四平市地直街小学的执

勤老师们纷纷到达岗位。一小

部分学生已经被家长接走，“课

后托管班”热闹了起来：在执勤

老师的指导和监管下，孩子们

或在图书馆里静静地读书，或

在教室里专心写作业，或在专

用功能室里唱歌跳舞——这是

四平市中小学开展课后服务

“初体验”的一幕。

孩子的“课后看护”，是千

家万户的“关键小事”。为破解

小学“三点半问题”和高中晚自

习问题，四平市在规定的课程

教学之外，以“课后托管班”回

应学生和家长关切，实现了“进

校有事做、做事有指导、晚走有

管护”。市区有28所学校开展

了课后服务，其中，初中、小学

25所，惠及32450名学生，覆盖

率为 78.8%；高中 3 所，惠及

9738名学生，覆盖率为94.7%。

“课后服务会不会变相延

长学生在校时间？”“‘三点半课

堂’是不是变相补课？”“我家就

在校门口，也必须接受课后服

务吗？”政策落地之初，不少家

长存有这样的疑问。

四平市明确了两条“红

线”：其一，中小学生是否参加，

由学生家长自愿选择，任何学

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强行要求。

其二，坚决防止将课后服务变

为集体教学或补课，教师的课

后服务，以课业辅导和兴趣培

养、特长培训为主，不讲新课，

不加重课业负担，并保障家长

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完善中小学课后服务长效

机制，是今年四平市教育局的

重点工作之一。他们致力于绩

效资金、学校管理、监管督导

“三到位”，对进校参与托管的

社会机构和人员资质严格审核

把关，守住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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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缪友银）为了营造风清气正、崇廉尚洁的

教学氛围，近日，长春市绿园区春光小学开展了以“家校共

育廉洁花”为主题的系列廉洁教育活动。

活动中，学校组织学生开展廉洁故事会、倡廉主题班

会、学唱廉洁歌曲、致家长的一封“勤廉持家”主题信、书写

廉洁警句、表演“家庭助廉”主题校园剧等，让学生在活动中

汲取清白廉洁的养分，在活动中塑造清廉品格，使学生在潜

移默化中接受廉洁教育，让清正廉洁真正走入学生心中并

落地生根。

长春市春光小学开展“家校共育廉洁花”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毕雪 通讯员周枫然）为响应团中央学校

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的号召，吉林大学团委成立

以文学院暨新闻与传播学院相关专业教师、学生为主体的

社会实践团队，代表吉林大学文学院走进新疆库尔勒市，助

力当地推普脱贫工作。

库尔勒市同吉林大学间的深厚友情，源于吉林大

学研究生支教团。10年来，一届届支教团成员在库尔

勒市挥洒汗水，浇筑了一座属于吉大青年的丰碑。因

此，本次社会实践活动更能加深吉林大学与库尔勒市

的情感。

帮助青少年学好普通话，更好地融入社会成为了实

践团队的目标。团队制定了具体、可实施的实践规划，并

提前与库尔勒市团市委以及市第五中学对接，为项目顺

利开展做足了准备。团队在第五中学学生中开展了“推

普课堂”“小小演说家”“即兴演讲”等推普活动，并就学校

学生目前汉语水平现状进行问卷调研。活动过程中，同

学们对普通话兴趣浓厚，积极参与，和调研团队之间结下

了深厚友谊。目前，“言传边疆推普学生社团”已完成了

社团成立及纳新工作，并且完成了“库尔勒市第五中学小

记者选拔”及培训工作。

吉大文学院社会实践团赴新疆推普脱贫

（本栏目与省科学技术协会合办）

发现触电，

先挑开电源。

日常生活中，家中突发紧急状况该如何应对？家庭急救第一步关键是什
么？本期《求证》邀请急救专家详细为您介绍，澄清传言并纠正错误自救方法，
让您了解家中自救、急救的重要性。

家庭急救谨记“黄金第一步”
本报记者 于宁 毕雪

本期专家
张猛 长春市急救中心培训科科长

【误区】零线、火线弄清楚，自己有工具，家用电器

想怎么改都可以。

【案例】小张家的冰箱不制冷，村里的修理工说太

忙不能到他家维修，并把电动车借给小张，让小张把冰

箱送到店里。小张回家后清理冰箱，可是他手刚伸进

去，就被电倒了。触电的一瞬间，小张的手被吸在冰箱

上，他本能地用力撤手，不料冰箱倒下将小张死死压

住。小张大声呼救，妻子小杨赶来，立即去扶冰箱，刚

碰到就感觉被电了一下，她迅速把手缩了回来，然后立

刻出去找邻居帮忙。可是赶来的邻居却发现小张家的

总电闸在大门很高的位置，一时够不到，又找东西踩着

爬到柱子上才断了电。此时倒在地上的小张已没了知

觉，大家打电话叫了救护车，虽经全力抢救，小张还是

不幸身亡。

张猛：不懂安全用电常识，自行安装电器，家用电器

漏电却用手接触开关、灯头、插头等都是引发触电的因

素。救护时直接用手拉触电者也极易引起触电，对于触

电者的急救应分秒必争。发生呼吸、心跳停止的病人，

应一边进行抢救，一边紧急联系附近医院做进一步治

疗。在转送病人去医院途中，抢救工作不能中断。

小张家的冰箱并没有直接连到电源插座，而是从

别处接过两根电线后，又用一个拖线板接到两根电线

上。也就是说，这台冰箱的电源只接通了零线和火线，

而没接地线。妻子小杨在发现小张触电后第一反应应

该是立即断电，而小杨因不懂常识没有做到正确的“争

分夺秒”，多种原因造成了小张的不幸。

黄金第一步：断电
急救方法：
1.火速切断电源。立即拉下闸门或电源开关，拔

掉插头，使触电者尽快脱离电源。施救者利用竹竿、扁

担、木棍、塑胶制品、橡胶制品、皮制品等挑开接触者的

电源，使其迅速脱离电源。

2.未切断电源之前，抢救者切忌用手直接拉碰触

电者，这样会导致自己也立即触电受伤，因为人体是导

体，极易传电。

3.如触电者仍与漏电的机器有接触，应赶快用干

燥的绝缘棉衣、棉被将其推开。

4.当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立即检查其全身情况，

特别是呼吸和心跳。发现呼吸、心跳停止时，应立即进

行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抢救，同时拨打120求救。

触 电

【误区】食物保质期过了没几天，吃了没啥事儿。

【案例】张奶奶的女儿在外地，每次春节回家探

望张奶奶时都会带很多当地特产，有些特产的保质

期就3个月，女儿特意嘱咐张奶奶，尽快吃，别过期

了。可是张奶奶总也舍不得吃，女儿打电话问张奶

奶吃完没，没吃完就赶快扔了。这时张奶奶才开始

舍得吃这些特产，虽然食物过期了，但表面看着没

什么异样，就一顿吃了好几个。不到2个小时，张奶

奶就开始呕吐、腹泻。她吃了点止泻药，可到第二

天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这才给儿子打电话，迅

速去了医院。

张猛：进餐后如出现呕吐、腹泻等食物中毒症状，

要立即自行救治。

黄金第一步：催吐
急救方法：
1.如进食的时间在一至两小时内，可用筷子或手

指刺激咽部帮助催吐，尽快排出毒物。

2.如进食中毒食物时间已超过2小时，但精神较

好，则可服用泻药，促使中毒食物尽快排出体外，再大

量饮水，稀释毒素浓度。

3.如果吃了变质的鱼、虾、蟹等而引起食物中毒，

可取食醋100毫升，加水200毫升，稀释后一次服下。

食 物 中 毒

【误区】灌醋能救煤气中毒病人，病人抢救过来就没

事了。

【案例】冬天，东北的农村都会“烧炕”，老王为了让从

城里来玩的孙女暖暖和和的，把炕烧得很热。那天风比

较大，烟道不是很通畅，家里很快就有了煤烟味，可是全

家人都没在意。傍晚时，孙女开始哭闹、呕吐，老王想肯

定是煤烟中毒了，立马让妻子给孙女灌了一碗醋。可是

孙女非但没有缓解症状，反而咳嗽不止，这才请邻居帮

忙，将孙女送到附近的医院。

张猛：对煤气中毒的病人，尤其是处于昏迷状态的病

人，硬往嘴里灌醋，容易呛入肺内，阻断肺泡气体交换，致

使病情加重。煤气中毒对人的心、肺、脑等器官的损害都

很大。对抢救过来的病人如不继续精心治疗，很可能留

下后遗症。

黄金第一步：开窗

急救方法：
轻度煤气中毒时，会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呕吐、面

色苍白等症状；严重煤气中毒时，会出现呼吸困难、抽搐、

昏迷等症状。无论是哪种症状，都要第一时间立即打开

门窗，把病人移到空气流通处，然后解开病人的衣扣使呼

吸流畅，并注意保暖防止受凉引发肺炎，情况没有缓解的

迅速送医院抢救。

煤 气 中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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