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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当前国内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在此次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患者、隔离人员、医护人员和志愿

者，都是心理危机的易感人群。此外，普通民众也会较多出现恐

惧和焦虑症状，为了避免群体心理恐慌、维护理性平和的社会心

态，引导积极的社会情绪，有效地心理疏导和心理支持至关重要。

2月1日，我校心理发展与教育中心、心理学院快速搭建了疫

情防控心理支持在线服务平台，应用心理学团队30多人积极开展

线上培训和心理服务。同时，团队围绕疫情防控心理支持优化集

体攻关，积极建言献策。2月5日，市领导徐少达副书记、温雪琼

副市长对课题组提交的“关于疫情恐慌和焦虑心理疏导措施的建

议”给予了批示并部署推进。

我校各学院（中心）应积极响应学校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各

项要求，为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社会重大需求提供智力支持，为

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贡献力量。 （姜舜）

本报讯 2月 14日，教育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微言教育”推出

《用“心”战“疫”》第③期，我校心理学院刘文教授作为教育部

高等学校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特约专家，针对“有师生

担心长时间居家导致害怕接触其他人”的问题，就“如何解决交

往不适应”进行了梳理回答。

本报讯 3月4日，我校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校外访问开通。

辽宁师范大学师生打开万方官网 http://www.wanfangdata.com.
cn ，点击登录并选择第三方登录“CARSI”，即可凭师生数字校

园账号密码登录。随着校外访问的开通，进一步丰富了我校师生

居家使用学校知识服务平台的网络资源。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我校采取一系列举措落实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并积极推进网

络资源建设，以创新服务满足师生居家教学科研要求。

线上服务不停歇，全力支持科研教学。图书馆与学校网络中

心等部门充分沟通协调，为读者开通CARSI等 4种校外访问图书

馆电子资源的方式，有效解决了疫情防控期间读者在校外利用中

国知网、Springer等图书馆电子资源的问题。图书馆为读者整理出

“优质限时免费资源”、“限时免费资源合集”，包括学术数据库、

自主学习、论文检测、电子书、新冠病毒研究专题等七大类涵盖

Elsevier、Wiley、科睿唯安、人大复印资料、维普资讯、万方数

据、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在线学习平台等50余种限时免费电子资

源。图书馆学科馆员齐上阵，QQ、微信全天在线开展线上咨询及

文献传递服务，为教师获取线上教学电子教材及其他文献，目前

已经收到文献获取需求近 400余篇次，提供了 300余篇电子全文。

图书馆还整理了网络课程及教材资源，包括教育部免费开放的2.4
万门网课、高等教育出版社“高教书苑”平台等，助力学校线上

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阅读推广传递文字力量，春季读书活动线上拉开帷幕。图书

馆在线上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向全校读者发出“静心

读好书，挽手战疫情”的倡议；发布“读好书聚众力，战疫情展

大爱”系列推荐书目；线上开展“思?享者真人图书馆”活动，引

领读者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习；开展“语音征集令——以

读攻‘毒’，为爱发‘声’，致敬人民英雄”活动，致敬那些不顾

个人安危抗击疫情的人民英雄；与崇实书友会共同开展“15天读

书打卡”活动，开展疫情期间“阅读之星”的评选。

疫情是命令，防控是责任，服务是天职。图书馆在学校和有

关上级部门的领导下，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快速反应，统筹资

源，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坚持“线下闭馆，线上服务”，密切关注业

界好的做法，并结合我校实际，不断创新、精准服务。 （李海瑞）

本报讯 2020庚子鼠年如约而至，原本是万家灯

火齐贺新春之际，但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却打破

了这份祥和，牵动着海内外同胞的心。病毒无情，但

人间有爱。疫情发生后，全国上下，同舟共济、众志成

城、共克时艰。虽身处万里之外的意大利，但辽宁师

范大学共建的意大利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全体师

生共同支援武汉，为中国加油。

当地时间2月14日，我校米大孔院下设卢卡帕乔

里高中孔子课堂联合意大利著名导演、表演艺术家塞

尔吉奥?巴索（Sergio Basso）先生举行了“我深爱的中国

——为武汉加油”活动。下设孔子课堂的师生们身穿

红色衣服，手举红色加油板，高呼“中国加油，武汉加

油，我们与你同在”等口号，一起为中国加油。他们的

一声声加油，就如同他们身穿的那一抹中国红一样，

在寒冷的冬天带给中国人民无限的温暖。

活动初始，巴索先生首先向受疫情影响的中国人

民表示了深切的问候，他说：“我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好

多年，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我非常了解中国的历

史文化，我相信中国人民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能

力”。随后，他以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为故事线，融合中

国历史文化传统，以表演的形式向学生们介绍他眼中

的中国。

随后，孔子课堂的本土汉语教师玛琳琳（Debora
Marzi）和罗诚磊（Simone Lombardi）也在活动中为中

国人民送去了他们的祝福。他们表示：“非常感谢米

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能够组织这次活动，我和我的同

事对中国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中国发生此次疫

情，我和我的同事都非常痛心，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

表达我们对中国的祝福，祈愿中国能够早日战胜疫

情。”

阿丽娜（AlinaBotezatu）是该孔子课堂高三的学

生，学习汉语已经三年了。去年夏天她参加了我校米

大孔院“感知汉语”夏令营活动，在中国旅行学习了半

个月。她说：“我非常喜欢中国，去年的夏令营活动给

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在我跟同学们分享完我

的中国记忆后，我的很多同学和朋友都想去中国看

看。我盼望疫情早日结束，今年夏天我和我的同学想

再去中国看看。活动最后，下设孔子课堂的师生们一

起录制了加油视频。

在国内抗击疫情期间，我校米大孔院通过多种方

式助力祖国打赢此次疫情阻击战。米大孔院中意方

合作大学校长彼此互通了书信，在共同抗击疫情、继

续加强两校合作等方面达成了共识。孔院中意方院

长和教师更是坚守在教学一线，在做好汉语教学工作

的同时，向意大利师生和民众介绍中国疫情的进展，

消除他们的担忧。

此外，兰珊德教授于当地时间2月21日在罗马出

席了“中国，我们的心为你跳动（China our hearts beat
for you）”宣言活动。该活动由意大利科学和文化界

等40余位专家教授发起，共同致力于支持中国人民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消除因病毒而产生的恐慌与歧视。

目前该宣言已经获得了意大利各界700余人的签名支

持。活动当天，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军华、意大利南

方工业发展协会主席简诺拉（Adriano Giannola）、前意

大利驻中国大使馆大使白达宁（Alberto Bradanini）等
出席了此次宣言活动。兰珊德教授在会上致辞说：

“意大利有数千名学生学习汉语，有 30多所大学教授

汉语，我们随时准备提供中意语言翻译人才与文化人

才为抗击此次疫情服务。”

我校米大孔院下设孔子课堂和汉语教学点的多

位校长与师生纷纷向孔院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对武汉

的支持与祝福。

米兰国立大学校长傅阳（Elio Franzini）在为孔院

中方合作大学的信中写道：“我谨代表米兰国立大学

全体师生向目前正全力阻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辽

宁师范大学师生并通过李雪铭校长向中国和中国人

民表达我们诚挚的慰问！再次向奋斗在防控疫情一

线的中国人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意方院长兰珊德

（AlessandraLavagnino）表示：我第一次去中国是七十年

代，这四十年间我见证了中国的飞速发展。现在中国

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意大利人民对中国人民表示深

切的同情，愿意为中国，为武汉伸出援助之手。我相

信中国定能战胜这场战“疫”！

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金志刚表示：我

们孔子学院全体教师虽然身在海外，可我们的心一刻

也没有与祖国分开！我们时刻关注着国内疫情的变

化，被奋战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舍身忘我的崇高精神

所感动。

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理事、米兰国立大学汉学

家柯拉拉（Clara Bulfoni）说：“我们米兰大学的教授和

意大利汉学家都支持中国，中意并肩行，同心战疫

情！”

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理事、米兰国立大学汉学

家贝娣娜（Bettina Mottura）说：“风雨同舟济，有爱就

会赢，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下设汉语教学点莱尼亚

尼高中（S.M.Legnani）校长巴拉比亚吉（Mario Franco
Parabiaghi）在给孔院发来的支持信中写道：“莱尼亚尼

高中全体教师和学生共同支持并祝愿中国能迅速战

胜此次疫情。”

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下设汉语教学点莱尼亚

尼高中汉语教师李志杰说：“我完全相信，中国朋友们

将会以科学、理性、合作态度战胜疫情，只要我们全世

界人民共同团结起来、合作起来，就没什么克服不了

的困难！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2018 年 意 大 利 大 学 生 汉 语 桥 冠 军 齐 善 欣

（Camilla Capirone）说：“对我来说，中国和北京是我的

第二个家，我相信，中国能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我从

意大利支持你们，支持中国”。

我们坚信，没有被禁锢的城，只有离不开的爱！

让我们一心一“意”，为中国加油，为武汉加油！春暖

花开，不会遥远！ （冯俊杰）

心系中国，共同战“疫”——我校米大孔院助力中国抗击疫情

本报讯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进入了关键

时期，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了更好落

实教育部、省教育厅“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

教”以及学校相关通知要求，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开启了别开生面的“线上思政课堂”，全力为学生上

好新学期思政课程。

为上好线上思政课程，马克思主义学院第一时

间成立了在线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思政课线上教

学工作方案，落实要求、明确任务、分类指导，全

方位协调组织好新学期思政课线上教学工作。针对

本学期开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线上课程，学院组织教研室专门制

定适合课程特点的线上教学方案，鼓励教师根据实

际和需要选择直播授课、录播授课、慕课授课、研

讨授课等线上教学与辅导方式，充分利用线上课程

资源和平台，积极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辅导等教学

活动。要求教师精心组织教学，保证疫情防控期间

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

控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融入到教学内容中，

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事，注重思想和价值引导，培

养学生关注人类、关注国家、关注社会、关注人生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厚植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

念，切实发挥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课程作用。同时，提倡通过线上教学方式推进思政

课程建设和改革。

面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特殊教学要求，全院教师

积极响应，充分研讨授课方案，学习线上授课技

术，分享线上教学经验，依托超星“学习通”、“雨

课堂”及中国大学MOOC等网络教学平台等，做好

各种课程资源上传工作以及线上教学方案及预案

等。3月 2日，我校新学期“线上思政课堂”顺利开

讲。疫情防控期间，全院教师会齐心协力，保证有

序、有效地开展各项教学工作和任务。 （王洪英）

云端相见，开启思政第一课

本报讯 3月 9日下午，我校万名学子齐聚云端，

与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疫情防控思政大课。本次活

动由教育部社科司与人民网联合举办，特别邀请清

华大学艾四林、中国人民大学秦宣、北京师范大学

王炳林、中央财经大学冯秀军四位教授，结合思政

课教学内容，解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

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分析中国抗疫彰显的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总结中华民族抗疫的历史经验，讲述战疫里的最美

青春故事，引起了我校师生强烈反响。

对于此次活动，学校党委高度重视、总体部

署，学校各部门协调联动、落实任务，组织校党委

委员、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各组组长、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师代表在主楼 301会议室集中收看。同时，

精心组织师生收看在线直播和回看教学视频。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师与学生一起，收看了这堂生动的思

政大课，并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课堂教学中，围绕思政大课内容，针

对学生关心的问题，组织大家认真讨论。同学们积

极参与，直抒胸臆，纷纷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对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度自

信以及身为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7级孙璐表示：这次疫情大

考再一次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

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这次磨难的中华民族会更

加坚强，中国特色社会主?逯贫然岣?加完善。这堂思

政课向我们展示了大量感人事迹，带给我们许多思

考。我们要以这些先进典型为榜样，不断学习、不

断实践！

化学化工学院 2018 级于丰铭表示：听完这次

“疫情防控思政大课”，感受颇深。我们坚定了信

心，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坚信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会迈向更加富强、更加美

好的明天！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2018级于兴表示：我们应该

坚定信念，我们定能战胜病毒，取得胜利。面对这

次疫情，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信心有担当，不负祖国

对青年的期望，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祖国

伟大复兴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国际商学院 2018级魏莱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终将老

去，但总有人正年轻。“春秋有序人民不亏时彦，宇

宙无极伟业尚待后贤”，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要自觉

担负起时代的重任与担当，在奋斗中谱写青春。

同上思政大课，我校教师也感受颇深。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师兰明表示：收看课程后，与同学们一

样心情激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党中央统一部

署，协调各方，彰显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显

著优势，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

党，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也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在疫

情防控中，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保障人民群众最大最紧迫的生命权、安全权

与健康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最好诠

释。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役中，思政课要充分发挥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作用，在教学中

深刻阐释理论，展现生动实践，讲好抗疫故事，引

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激发青年学子家国情怀，不

断增强“四个自信”。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玉珂表示：这是一堂正

当其时的高端思政课，四位专家结合疫情防控，与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必修课的教学内容紧密联

系，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地分析了疫情的爆发和影

响、党和国家采取的高效有力的应对措施、人民群

众齐心协力的配合和付出、国际社会的关心与帮

助、历史经验的回顾与借鉴、青年一代的奉献与担

当等，既有学术思考的深度、史论结合的广度，更

有守土尽责的高度和家国情怀的温度，体现了思政

课教师在特殊时期的使命担当。一直以来我们都在

思考如何上好思政课，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如何

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如何增强课

程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四位专家

给我们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教学展示，对于我们思

政课教师来说，无疑是一堂极为精彩的公开课、示

范课和培训课。我们将认真学习先进经验，不断提

升自身的教育教学能力，积极探索教学改革，切实

提高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建设和课程建设水

平，实现我校人才培养目标。 （王洪英）

全国大学生同上疫情防控思政大课
我校师生反响热烈

我校应对疫情心理支持
咨政建议获大连市领导批示

创新网络图情服务
网上读书正当时

教育部“微言教育”推送我校刘文
教授开出的疫情期间“心理处方”

当前，全国积极防控新冠肺炎，我校高度重视师生心理健

康，积极发挥学科优势，助力地方防控工作开展，快速搭建“疫

情防控心理支持在线服务平台”，组建30余人的应用心理学团队，

开展线上心理咨询与培训服务。学校专家组结合研究专长，向大

连市委市政府提交“关于疫情恐慌和焦虑心理疏导措施”资政建

议，获得了2位市领导批示，现已部署实施。 （毛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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