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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汉等地 8 所艺术院校“疫情防控思政公开课——责任使命担当”昨日“云端”开讲

万名艺术院校师生同上网课说战“疫”
本报讯（记者 武文娟）昨日上午，在中国戏曲
学院报告厅里，教育部全国文化艺术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戏曲学院党委副书记徐超通
过网络，为全国 8 所艺术院校近万名师生授课。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这堂名为《战疫逐
梦，书写新时代青春华章》的课程，是北京市委教
育工委指导、中国戏曲学院等 8 所高校联合主办
的“艺术院校疫情防控思政公开课——责任使命
担当”市级思政课选修课的首讲。未来，光明日
报副总编辑陆先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廖昌
永、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建国、北京援鄂医疗
队医疗组组长刘壮等 8 位名师及先进典型也将陆
续登台授课。
据悉，此次公开课首次邀请上海音乐学院、
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西安美术学院京
外艺术类院校名师参与活动。公开课策划人、
中国戏曲学院思政部主任梁建明教授介绍，今
年的公开课是以鼓励引导艺术类院校将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生动实践和感人故事融入艺术
创作为目标。
徐超表示，这次疫情防控的公开思政课，与以
往的思政课略有不同，
“在思政课程中融入疫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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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快递小哥等加入志愿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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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短视频和小游戏等开展宣传

刘畅

控内容，通过实际情况及实际数据让学生感受到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他们的认同
感”。同时，徐超在授课内容中还选用学生们在疫
情防控期间创作的一些作品，以此鼓励青年用自
己的专业来为祖国做贡献。
据了解，自 2017 年春季学期起，北京市委教
育工委支持中国戏曲学院牵头，中国音乐学院、
北京舞蹈学院、北京服装学院、中央音乐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等艺术高校共同开设“名家领读
经典——艺术院校市级思政课”，推动艺术高校
思政课选修课学分互认。近年来，先后邀请表
演 艺 术 家 濮 存 昕、冯 远 征、孙 毓 敏 等 近 50 位 艺
术名家走上讲台，通过讲座形式为艺术类院校
学生讲思政课。
“今年，北京市印发了《北京市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改革创新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发挥艺术
院校在全市思政课建设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对我
们艺术院校思政课改革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梁
建明教授介绍，根据《行动计划》任务部署，学校还
将进一步汇聚戏曲、音乐、舞蹈、美术、服装等各领
域名师大家以“艺”抗疫，教育引导学生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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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汇”
分类 妙招更吸睛
自 5 月 1 日北京市垃圾分类
工作全面启动以来，在团市委的
指导下，全市社区青年汇均已建
立“分小萌”垃圾分类示范引导
站，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行首善标准 式，通过多元化手段宣传垃圾分
类知识。
建美丽家园
截至 5 月 16 日，全市共开展
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243 场次。东城、朝阳结合区域
特点，招募小巷管家、快递小哥、青联委员、大中小
学学生等参与到垃圾分类宣传工作。丰台、通州、
昌平通过短视频、小程序、小游戏开展线上垃圾分
类宣传工作。海淀制作并发布垃圾分类微信小游
戏《哇！这是什么垃圾》，
4 月 30 日发布以来访问量
超 3 万次。房山垃圾分类宣讲团宣讲 8 场，参与人
员达 500 人次。大兴成立 100 平方米的体验式垃圾
分类培训基地，日前已完成线上培训 56 人次。延
庆在“青春延庆”微信公众号上开辟垃圾分类“青
课堂”
板块，
累计阅读量达 1.4 万人次……

垃圾分类宣讲团
为建设绿色北京注入
“青春力量”
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在垃圾分类宣传过
程中，有不少勇于担当的青年人，他们带头支持和
参与垃圾分类，细心为居民们讲述垃圾分类的正
确做法，
为建设绿色北京贡献出青春力量。
自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5 月 1
日正式实施以来，丰台 43 家社区青年汇覆盖的 21
个街道乡镇 44 个“分小萌”垃圾分类青年示范站，
集中进行“让垃圾分类成为青年新时尚”主题活
动，号召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让绿色环保
理念深入千家万户。
丰台西罗园第四社区青年汇社工姜凤如带领
志愿者，遇到拎着混合垃圾的居民便主动向他们
介绍四大垃圾分类并示范正确分类投放。开阳里
第四社区青年汇社工王永月以“小手拉大手”的形
式，带领青少年志愿者向周边居民详细讲解生活
垃圾的类别、投放方式及有害垃圾的处理方法等，
通过小志愿者带动社区家庭力量，共同传递垃圾

家青年汇中进行了测试。
“我们的‘绿色当铺’不仅
设置了积分商城、上门收废品、餐厨数据板块，还
设有新闻中心板块。”高米店街道茉莉公馆社区青
年汇社工张艳表示，这个板块可以让居民们了解
垃圾分类第一手信息，
走在垃圾分类的最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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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社区青年汇青年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减量、绿色环保的理念。
在通州区，国风美仑社区青年汇利用周末的
时间进行线下垃圾分类内容宣讲。社工刘勇通过
“垃圾我来分”小型桌游、垃圾分类连连看等内容，
强化社区居民垃圾分类的知识。此外，社区青年
志愿者还将垃圾分类“明白一览表”送到每户人
家，
动员社区居民全面参与到垃圾分类活动中。
5 月 13 日，一支叫“青小萌”的垃圾分类宣讲
团来到延庆野鸭湖湿地公园，为游客和公园员工
开展垃圾分类宣讲活动。
“ 青小萌”垃圾分类宣讲
团由延庆社区青年汇社工及基层团建督导员组
成，未来他们将深入社区、村庄、学校、企业、景区、
机关、商圈等地持续开展垃圾分类宣讲工作，提高
市民的垃圾分类积极性。

“守桶人”
“绿色当铺宣传员”
青年扮演不同角色
为进一步提升居民的环保意识，普及垃圾分
类知识，
西城团区委组织 24 家青年汇，
在辖区内设

丰台青年抗疫宣讲团
在线讲述感人故事
“援鄂是时
代给予我们的成
长礼”
“9 天，火神
山医院从无到
有；10 天，雷神山
医 院 拔 地 而
起”……日前，一场以“青年服务国家 青春绽放疫
线”为主题的宣讲活动在丰台启动，来自疫情防控
一线的青年民警、青年建设者、社区工作者、医护
人员代表，通过内容丰富、视角多样、主题突出的
宣讲，集中展现丰台青年投身抗击疫情阻击战的
感人事迹。2000 余名党员、团员干部、群众在线聆
听了这场特殊的宣讲。
北京青年报记者从丰台团区委获悉，丰台区
青年讲师团成立了
“青年服务国家 青春绽放疫线”
青年抗疫宣讲团并开展了此次宣讲活动。活动特
邀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的 90 后党员权怡，
以《援鄂
是时代给予我们的成长礼》为题，带领丰台全体青
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
90 后党员的回信精神，
分享援鄂经历。
丰台青年抗疫宣讲团讲师、来自马家堡街道
时代风帆楼宇党委的宣讲人韩青，既是一名基层
非公党建的负责人又是一名团干部，她讲述了疫
情防控期间开展社区排查、建立楼宇防疫机制、处
理突发情况、帮助企业复产复工，带领社区工作者

战

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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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岗位的抗疫故事。
宣讲人叶财德是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
康复科主任、丰台青联委员。他以《勇往直前，奋
战在武汉社区防控一线》为题，分享了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作为中央指导组社区防控专家支援武汉
社区防控 75 天的感人事迹。
来自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的团
委副书记宋晓宇，则围绕《火线上的中建青年》，
讲述了青年建设者们援建武汉火神山、雷神山
医院的故事。
宣讲人张涛，丰台公安分局岳各庄派出所的
一名青年民警，以《默默守护》为题，讲述了社区民
警承担隔离封控、帮扶群众等任务，默默守护在疫
情防控工作一线的故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佑安医院护士王慧月，
讲述了她与 479 名团员青年
一起，请战从事新冠危重症患者护理工作，付出奉
献的感人事迹。
据介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丰台区广大
团干部、团员青年、志愿者迅速投身防控一线，全
区 400 余名团干部坚守社区（村）防控岗位，2000
余名团员回社区报到，75 支青年突击队在医疗救
治、城市运行、基层防控、复工复产中勇当先锋，46
支小 V 蜂志愿服务团发动 8000 余名青年志愿者
参与疫情防控。
文/本报记者 蒲长廷

供图/东城团区委
置 27 个“分小萌”垃圾分类示范引导站，由青年汇
社工和志愿者组成的“守桶人”，在每天的垃圾投
放高峰时段，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开展互动体验
小游戏并协助他们进行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我先行，西城青年来助力。厨余垃
圾要记牢，沥干水分无杂质。剩饭剩菜瓜果壳，易
腐才能放一块……”这首由西城青年汇社工和志
愿者们在工作中总结的“七字诀”，已经成为“守桶
人”的口头禅。截至 5 月 15 日，西城“分小萌”垃圾
分类示范引导站的“守桶人”参与志愿者 550 余人
次，
志愿服务时长近 1100 小时。
在大兴高米店街道兴舍二层，
有一个 100 平方
米的体验式垃圾分类培训基地，
基地里有电子称重
回收站，
有 VR 垃圾分类体验机，
以及各类垃圾降解
宣传墙，
不仅可以让青年参观体验，
还可以细致了解
垃圾如何分类，
目前已完成线上培训56人次。
大兴团区委还在微信小程序里设计了“绿色
当铺”活动，居民可通过小程序，预约上门回收可
回收垃圾和厨余垃圾，根据重量换取积分，积分可
在小程序中换取相应商品。
“绿色当铺”活动先在 7

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已实施半个
多月，仍有很多人对垃圾分类的具体细则不熟
悉。为此，房山团区委制作了生动有趣、通俗易懂
的分类知识 PPT，开展了一系列线上“微课堂”行
动。在线上，由社工带领社区青年学习垃圾分类
的意义和垃圾分类的方法，并通过垃圾分类知识
竞答、垃圾分类游戏比拼等环节，增强社区青年对
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激发青年自觉爱护环境卫
生的意识，
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近日，海淀团区委制作的《哇！这是什么垃
圾》趣味小游戏“吸粉”无数。打开这个互动小游
戏，首先就会看到标有“可回收”
“厨余”
“其他”
“有
害”
垃圾的四个垃圾桶，
点击
“开始挑战”
，
界面就会
下起“垃圾雨”，当玩家在有限时间内把相应垃圾
投放到正确的垃圾桶内，就会获得加分，游戏结束
后，
会马上看到自己的排名。
“我们希望能通过线上垃圾分类游戏的形式，
增强大众对垃圾分类的意识，普及垃圾分类常识，
同时通过游戏了解到不同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
海淀团区委青年汇负责人张凯告诉北青报记者，
游戏的挑战名次排行榜可以吸引玩家多次挑战，
从而对不同垃圾的分类加深印象。
同样，为使市民能够直观地了解垃圾投放知
识，东城城管队的青年们针对新修订的条例编排
了一部 7 分钟短片——《垃圾该去哪儿》，在短片
中，城管队队员亲自演示垃圾应该如何正确投放，
并且为居民们提出的普遍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希
望这个短片可以引导市民正确分类垃圾的习惯养
成，自觉履行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社会责任和义
务，按指引正确分类、准确投放生活垃圾，践行垃
圾分类
“新时尚”
。
文/本报记者 刘婧

青讯

北京自考学士学位申请网报明日开启
学位照片改为线上采集

人大、
首师大申请安排在下半年

本报讯（记者 武文娟）北京青年报记者昨日
从北京教育考试院自考办获悉，北京市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 2020 年上半年部分本科专业学士学位
申请工作即将进行。
据悉，2020 年上半年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学位申报时间为 5 月 18 日至 22 日，申报对象为
符合现行学士学位申请条件的本科毕业生。本次
申报的专业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协和医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建筑大学、中国
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北京
石油化工学院主考的本科专业（中国人民大学、首
都师范大学主考专业的学位申请安排在下半年）。
申报工作实行网上办理，网址为 zikao.bjeea.
cn（自考业务大厅），考生登录“个人中心”后，在
“业务办理”
中点击
“2020 年上半年学位申报”
进行
申报。考生须按系统提示仔细填报各项内容，并
进行网上缴费，
学位评审费为 100 元。
按照国务院学位办、
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
为规
范学位证书的填写、有效实施学位信息网上注册查
询，
需对考生统一进行照片采集。照片采集工作由北
京美天易拍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拍）负责，
采集费用30元，
由考生自理。为了切实保障考生的

身体健康与安全，
减少人员聚集，
本次易拍公司提供
手机小程序线上自助上传照片，
不进行现场采集。
北京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申报学位缴费成
功之后，于 5 月 24 日至 5 月 27 日方可通过扫描学
位照片申请小程序二维码来进行本人学士学位证
书电子注册照片采集。如考生未按程序提交照
片，或所提供照片不符合要求造成照片信息缺失
的，视为申报无效，后果由考生自负。考生须在规
定时间内申报学位，
逾期不能补报。
学位证书发放事宜见学位申报凭单。因受疫
情影响，证书发放时间与往年相比可能有所调整，
请务必认真阅读凭单上的发放安排。
需要提醒的是，因疫情原因，目前现场咨询暂
停。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入“自学
考试”
栏目——
“咨询渠道”
查看相关问题解答。因
电话咨询排队等待时间较长，建议考生优先选择
“网上留言反馈”
和
“微信答疑”
方式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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