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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报

5 月 18 日下午袁 学校召开党群工作会议
暨院长尧部渊处冤长联席会议袁专题研究校园疫
情防控工作遥 校党委书记张军出席会议并讲
话袁党群工作会议成员袁院长尧部渊处冤长联席会
议成员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遥会议由张
军主持遥

党委常委尧常务副校长龙腾传达了上级关
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会议精神袁通报了房山
分校涉疫情况和学校处置情况遥

张军对学校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四点要
求遥 一是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袁 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上
来袁 统一到实现 野动态清零冶 的总方针上来袁
切切实实把保障广大师生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作为当前最高要求袁 坚决打赢校园疫情防控
保卫战遥 二是要精心组织袁 严之又严袁 以时
不我待的精神做好防疫各项工作遥 加强校园
教学区管理袁 持续做好学生线上教学尧 学业
辅导尧 心理疏导尧 毕业就业等工作袁 保障好
学生正常学习生活遥 精心做好家属区和教学
区隔离条件下的保障工作袁 切实关心家属区
教师和离退休教职工的生活遥 三是要进一步

压实责任袁 加强监督检查袁 确保责任落实到
位遥 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尧 厌战情绪尧 侥幸心
理尧 松劲心态袁 要敢于担当尧 敢于斗争袁 做
好舆情引导袁 积极传播正能量遥 学校纪委要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袁 推动全校上下一心尧 共
克时艰遥 四是要把握全局袁 协同攻坚遥 加强
校地联动尧 多校区联动尧 院系联动尧 师生联
动袁 强化党建引领袁 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袁 以时不我待尧争
分夺秒的劲头做好学校疫情防控各项工作遥

渊党政办公室)

我校召开党群工作会议暨院长、部（处）长联席会议

6 月 5 日下午袁 学校召开第 22 次疫情防
控工作调度会袁 阶段性总结学校疫情防控工
作袁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遥全体校领导袁疫情
防控各指挥部尧各专班负责人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参加会议遥会议由校党委书记张军主
持遥

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秦志辉袁党委副书
记包丽颖袁副校长魏一鸣分别汇报了各指挥部

阶段性工作开展情况遥 副校长庞思平汇报了学
生离校返乡专班工作开展情况遥 副校长李振键
传达了北京高校疫情防控和安全稳定工作双
调度会精神遥

校长龙腾传达了北京市关于动态调整高
校疫情防控措施的有关通知袁提出由应急指挥
体系转换为日常运行体系条件下袁校领导的疫
情防控责任点袁 强调各校领导要按照分工袁担

当野一岗双责冶袁做好分管领域内的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遥

张军指出袁全校干部师生发扬野听党话尧跟
党走袁打硬仗尧打胜仗冶的优良传统袁临危不惧尧
披坚执锐袁学校党委果断决策袁带领师生打赢
疫情防控遭遇战尧阻击战和攻坚战袁凝聚了向
心力袁坚定了自信心袁打出了精气神袁战出了团
结情袁共筑了同心圆袁谱写了北理工人同心共
济尧共克时艰的壮丽篇章遥 张军代表学校党委
向全体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广大干部师生表
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遥

张军强调袁要从疫情防控尧安全稳定野两手
并重冶袁向疫情防控尧安全稳定尧事业发展野三足
鼎立冶转变袁一是要提高站位袁坚定担当疫情防
控和安全稳定政治责任遥 始终牢记师生安全是
学校发展的根本袁充分认识做好疫情防控是学
校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遥 二是要慎终如
始袁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遥 始终紧绷
疫情防控这根弦袁从严从细尧从严从实袁继续加
强重点场所管理袁按要求开展核酸检测尧健康
监测尧物流缓冲尧环境消杀等常态化疫情防控
举措袁统筹做好教育教学尧毕业就业尧阵地管
理尧安全生产尧心理健康等各项工作遥 三是要科
学谋划袁实现应急指挥体系向日常运行体系转
换遥 要用好战野疫冶活教材袁汇聚师生强大合力袁
认真梳理年度工作进展情况袁 围绕既定目标袁
抓好已有举措袁抢抓发展机遇袁与时间赛跑袁时
不我待加快推进野双一流冶建设遥

渊文/党政办公室 图/党委宣传部 郭广泽冤

我校召开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

广大教职员工尧同学们院
连日来袁北京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

杂遥北京理工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始终团

结一心尧共克时艰遥在此袁首先感谢大家

对学校防疫工作的理解尧 支持和配合袁
并向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教职员工

及其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和崇高的敬

意浴
5 月 18 日袁 学校接房山区疾病控

制中心通知袁我校房山分校渊阎村冤1 名

学生确诊为新冠肺炎阳性病例遥 目前袁
中关村校区尧 良乡校区未发现疫情袁运
行秩序平稳遥

学校接到疫情通报后袁与房山区成

立联合处置工作专班袁第一时间启动应

急预案袁配合疾控中心进行环境采样和

流调排查袁 开展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袁
并按照上级要求有序开展师生隔离转

运工作曰 第一时间开展工作动员部署袁

向师生员工通报有关情况袁 统一思想尧
凝聚共识袁 压实压紧疫情防控责任遥学
校在前一阶段各校区封闭管理的基础

上袁执行并强化中关村校区尧良乡校区

野不进不出冶管理袁杜绝人员流动袁严格

物流消杀袁认真组织广大师生员工加强

自我健康管理袁加强对师生的人文关怀

和心理疏导袁做好师生服务保障遥
疫情就是命令袁 防控即是责任遥疫

情防控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行动袁
守一方净土尧护平安校园是我们共同的

心愿遥当前袁学校疫情防控正处于最紧

要关头袁全体北理工师生要进一步团结

起来尧行动起来袁各基层党组织尧全体共

产党员要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

用袁坚持野党建引领冶袁时不我待尧争分夺

秒袁众志成城尧共克时艰袁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野阻击战冶野歼灭战冶浴
我们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尧 同心抗

疫遥惟其艰难,方显勇毅遥新冠肺炎疫情

越是来势汹汹袁 我们越是要临危不乱尧
处变不惊遥全体师生要坚决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袁 坚持

野动态清零冶总方针不动摇袁弘扬伟大抗

疫精神袁坚定必胜信念信心袁以共担风

雨的品格气度从严从实落实疫情防控

各项措施遥 我们要坚持不信谣不传谣袁
不转发未经官方确认的涉疫信息袁自觉

与负面舆论作斗争遥
我们要进一步服从大局尧 严格自

律遥守规矩才能赢战野疫冶遥当前袁筑牢校

园防线是最紧迫尧最重大的任务遥我们

要坚决执行野不进不出冶要求袁暂时停止

校外外卖递送袁 坚持快递物流三级消

杀袁 同步做好线上教学和精细化管理袁
做好师生尧 离退休教职工生活服务保

障遥 我们要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

要袁坚持从我做起袁克服麻痹思想尧侥幸

心理袁充分理解尧支持尧执行学校疫情防

控措施袁共同铸就校园疫情防控野铜墙

铁壁冶遥
我们要进一步立足本职尧 担当作

为遥抗击疫情是检验担当作为的一个特

殊考场遥我们要立足各自本职袁坚持停

课不停学尧停课不停教尧停课不停研袁扎
实做好线上教学尧管理服务尧后勤保障尧
纾困解难尧志愿服务等工作袁不因疫情

停止奋进的脚步遥学校已经开通多类联

系渠道袁 建立师生诉求快速响应机制袁
及时优化相关服务保障袁尽最大努力为

大家的学习生活工作提供坚强保障浴
春夏交替袁风暖昼长遥五月的北理

工袁我们本应在美丽的校园享受最美的

奋斗时光袁但严峻疫情更需要你我团结

一心尧共渡难关遥
老师们尧同学们袁让我们坚定信心尧

守望相助袁坚持科学防控尧人人有责袁弘
扬北理工精神尧汇聚北理工力量袁早日

赢得疫情防控的最终胜利浴
中共北京理工大学委员会

2022 年 5 月 18 日

同心战疫袁同力克艰
要要要致北京理工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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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7 日下午袁校党委书记张军尧
校长龙腾分别带队深入良乡校区尧中
关村校区检查指导学校疫情防控尧安
全生产相关工作遥 副校长王博尧 汪本
聪尧庞思平袁党政办公室尧保卫部尧学生
工作部尧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尧后勤基
建处尧良乡校区管理处尧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检查遥

在良乡校区袁 张军先后来到校门
门岗尧 食堂袁 检查指导校门管控尧 食
品安全等相关工作袁 向在疫情防控期
间付出巨大努力和辛苦的一线保安尧
保供人员表示慰问和感谢遥 随后袁 张
军来到化学化工实验室尧 分析测试中
心尧 物理实验中心检查实验室安全工
作并调研复工复产情况遥 他强调袁 实
验室安全管理事关校园安全稳定大
局袁 必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袁 为
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保驾护航遥 最后袁
张军走进书院社区与辅导员代表座谈
交流袁 向一线辅导员在学校疫情防控
中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尧
诚挚的问候遥

在中关村校区袁 龙腾先后来到家
属区菜市场和商业网点袁 检查指导疫
情防控工作遥他指出袁当前疫情防控形

势向好袁 越是这个时刻袁 越要提高认
识袁越要小心谨慎袁必须严格按照市场
监管和疾控部门的要求办理相关手
续袁 一如既往地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
项举措袁切实抓好疫情防控尧抓好物资
供应保障袁为居民提供高质量服务遥

自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袁
特别是波及到我校房山分校渊阎村冤以
后袁 在学校党委坚强领导和全校上下
共同努力下袁果断尧科学采取一系列措
施袁取得阶段性胜利袁来之不易尧成之
惟艰遥学校党委号召广大师生员工袁一
要坚定信心袁众志成城袁传承野红色基
因冶尧弘扬革命精神袁慎终如始袁打赢疫
情防控每场战役曰二是勇于担当尧冲锋
在前袁坚持与困难斗争尧与时间赛跑袁
在本职岗位上为抗疫作出奉献曰 三是
上下同心尧勠力克艰袁发挥好野六级联
动冶工作机制袁切实守护师生健康和校
园安全稳定曰 四是弘扬精神袁 传承奋
进袁讲好身边人尧身边事袁引导广大学
生担复兴重任尧做时代新人袁将抗疫凝
聚起的合力转化成野双一流冶建设的胜
势遥

渊文/党政办公室 图/党委宣传部
郭强尧党政办公室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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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编者按铱5 月 17 日至 6
月 5 日袁是学校历史上极不平

凡的 20 天遥 面对突如其来的

严峻疫情考验袁北京理工大学

党委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袁
带领全校师生员工筑牢疫情

防线尧守护美丽校园遥 同心战

疫袁同力克艰浴 党徽在战野疫冶
一线熠熠生辉浴

野冲在最前沿尧守在第一线袁以实际行动践
行初心使命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袁让党
旗在战疫一线高高飘扬浴 冶春末夏至袁北京的疫
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遥 5 月 14 日袁一封致北京
理工大学全体共产党员的信叶让党旗在战疫一
线高高飘扬曳袁吹响了北理工人战野疫冶的号角遥

学校党委坚持把师生生命健康安全放在
第一位袁将做好疫情防控作为最紧要的政治任
务袁组织带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师生队伍挺身
而出尧守护校园袁拧成一股绳尧聚成一股劲袁以
实际行动筑牢校园安全野红色堡垒冶袁以忠诚担
当诠释共产党员的政治底色遥

党建引领
吹响齐心战疫野集结号冶

5 月 18 日袁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袁学校党
委第一时间发布叶同心战疫袁同力克艰浴 致北京
理工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的一封信曳袁 号召全校
师生坚定信心尧守望相助袁弘扬北理工精神尧汇
聚北理工力量袁 早日赢得疫情防控的最终胜
利遥

深夜凌晨袁 北理工 2 号办公楼 133 会议
室袁灯火通明袁大屏幕上一个个远程会场尧一个
个微信头像互通互联袁线下一项项工作快速推
进噎噎在 20 天的时间里袁 北京理工大学线上
疫情防控调度会经常从傍晚持续到深夜袁深入
细致统筹调度野三区四地冶防疫工作袁力争以快
制快尧跑赢病毒遥

为精准有效尧 全面推进各项抗疫工作袁学
校党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工作预案袁成立 4 个
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工作专班袁不断健全组织领
导机制袁加强工作的研判尧决策尧部署尧协调尧反
馈尧督促袁建立工作闭环袁狠抓工作落实遥

学校党委书记张军尧校长龙腾等校领导分
别驻守不同野战区冶袁始终与师生在一起袁齐心
共筑疫情防线遥 党员干部连续奋战尧不舍昼夜袁
细致落实疫情防控各项任务遥 5 月 18 日至 6 月
5 日袁 学校党委先后召开 22 次疫情防控调度
会尧8 次党委常委会尧4 次党群工作会遥

学校党委还第一时间发布了叶关于基层党
组织做好抗击疫情相关工作的通知曳叶关于在
疫情防控一线成立抗疫临时党支部的工作方
案曳等袁组织带领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统一思想尧统一步调尧统一行动袁自觉在疫情防
控中奋勇争先尧担当作为袁为打赢疫情防控攻
坚战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尧政治保证遥

疫情防控任务推进到哪里袁督查监督就跟
进到哪里遥 在疫情防控工作推进的同时袁学校
党委还成立了纪检监察工作专班和校区监督
检查组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作用袁推进全
覆盖清单式监督袁推动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有效
落实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纪律保
障遥

凝心聚力
建强思政工作野生命线冶

疫情防控打乱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袁教
育管理的场所尧环境尧形式野变了冶袁但是立德树
人尧成风化人的使命任务始终不变遥

疫情压力和校园封控管理给学生带来思
想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袁也给学生思想教育管
理工作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尧新挑战遥 5 月 22
日袁学校发布叶关于开展疫情防控野大思政课冶
的通知曳袁直面同学们的困惑和疑问袁组织抗疫
一线的干部教师通过野楼长一课冶等形式袁给同
学们讲清楚党中央野动态清零冶要求的战略性尧
讲清楚校园疫情防控野严之又严冶的特殊性尧讲
清楚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科学调适身心确
保思想野不松劲冶尧学习野不停步冶的必要性袁与
同学们一起渡过难关遥

网络素养教育尧法律意识教育尧健康安全
教育等袁学校面向全体教职工发布叶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要求 切实履行教书育人使命责任曳
叶关于进一步强化研究生导师学生教育管理
野第一责任人冶职责的通知曳噎噎专任教师尧研
究生导师尧三全导师等结合疫情防控现实形势
发展袁 把有关教育适时开展到课堂教学中尧线
上辅导中遥

野有时一通电话就是一个小时袁每当谈话
结束袁同学们真诚地说耶谢谢老师爷时袁我都会
感到十分欣慰遥 冶心理健康教师王浩说遥 为保障
学生身心健康袁学校还组织力量袁在健康观察
点尧在良乡校区每栋公寓楼宇袁单独配备教师
力量尧单独设立心理咨询空间袁提供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 24 小时心理咨询与辅导服务袁 累计
服务近 360 人次遥 学校加强一线学生教育管理

力量投入袁建立野六级联动尧建制运行冶全员育
人机制袁统筹各类力量共同把思想政治工作做
到心里尧做到个人遥

野每天都在被很好的照顾着噎噎校区有 1
万多学生袁每天如此巨大的工作量袁真的非常
感谢每一位辛苦的工作人员袁同心抗疫袁一切
都会好起来哒冶袁5 月 24 日袁在学校官微发布推
送叶泪目浴 这是野爱北理冶的朋友圈曳袁一条条来
自师生朋友圈的感人留言袁汇聚着野爱北理尧战
疫情冶的力量遥 为上好师生抗疫野大思政课冶袁学
校党委还注重利用新媒体手段积极宣传引导袁
策划发布 18 篇 野战疫冶 推送袁 产生了 3 篇
野10w+冶袁总点击量达到 80 万次袁把抗疫一线的
野战火硝烟冶尧感人瞬间呈现给大家袁有力统一
思想尧凝聚人心尧鼓舞士气遥

筑强堡垒
守好抗击疫情野最前沿冶

野我报名浴冶野我也报名浴冶5 月 19 日凌晨袁一
条条斩钉截铁的野请战回复冶在微信工作群中
不断涌现遥 81 名医务工作者第一时间驻校工
作袁他们中有的身怀六甲尧有的年过半百尧有的
大病初愈袁却承担了每日近 30000 名在校师生
的核酸检测工作袁为筑牢校园疫情防线忘我奋
战遥

在疫情防控最吃劲尧最紧要关头袁学校各
基层党组织把疫情防控工作放在第一位袁迅速
响应尧快速行动尧奋力担责袁切实把党的政治优
势尧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
强大战斗力袁坚决守住疫情防控阵地袁将战斗
堡垒筑在疫情防控最前沿遥

早上 5 点天刚亮袁就开始搭建核酸检测帐
篷尧接通临时电源尧布置桌椅袁全力保障当天的

校园核酸检测工作曰 仅用 24 个小时就在体育
馆北大厅建立起野理工后勤超市冶曰推出在线订
餐服务曰建设校医院便民就诊区曰为全体学生
发放野水果礼包冶曰承担良乡校区 15000 名学生
一日三餐的装盒配送袁每天加工盒饭数量超过
50000 份噎噎

抗击疫情袁保障先行遥 面对艰巨的工作任
务袁 后勤服务保障部门各党支部闻令而动袁组
织广大党员带领职工冲锋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袁
以野北理工速度冶铸就了特殊时期校园服务保
障的暖心之举袁在平凡的工作中书写了不凡的
责任与担当遥它们的战疫故事袁只是北理工 600
余个基层党支部全力抗疫的生动注脚遥 在一个
个坚强战斗堡垒的带领下袁广大党员干部师生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初心使命袁 彰显了听党指
挥尧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袁扛起责任尧冲锋在前
的政治担当遥

野100%开展每日核酸检测尧100%做到全员
健康监测尧100%落实高校工作指引浴 冶核酸检测
是精准防控疫情的有效手段袁健康监测是从源
头切断疫情传播的重要抓手袁三个野100%冶是学
校疫情防控的核心关键遥

为保障全体师生的健康安全袁 学校在 i 北
理 app 上建设了师生健康填报系统袁 落实对全
体师生员工的健康状况全监测遥 33 个基层党
委尧党总支尧直属党支部袁600 余个基层党支部
第一时间全面动员尧全面部署尧全面组织袁确保
全校师生每天三个野100%冶的有效落实袁保证了
抗疫野毛细血管冶的畅通无阻遥

党徽闪耀尧使命昭昭浴 5 月 20 日袁在抗击疫
情的最前沿尧 第一线袁22 个抗疫一线临时党支
部尧97 个党小组迅速成立起来袁党员先锋岗尧党
员责任区尧党员先锋队同时建立袁北理工充分
发挥野支部建在连上冶的光荣传统袁延伸党建工

作触角袁畅通联系服务师生野最后一公里冶袁在
疫情防控的野前沿阵地冶上袁筑起了一道坚不可
破的野红色防线冶遥

堡垒无言袁凝聚强大力量曰旗帜无声袁鼓舞
磅礴斗志遥 在疫情大战大考面前袁各抗疫临时
党支部攻坚克难袁创新开展工作袁春风化雨尧关
心关爱学生袁争做野排头兵冶袁勇做野主心骨冶袁成
为一台台动力强劲的抗疫野红色引擎冶遥

榜样带动
勇做冲锋一线野排头兵冶

配送餐食 46 万余份尧 矿泉水 4.5 万余瓶袁
水果加餐等 13.7 万余份袁有序组织 19 轮 27 万
余人次的全员核酸检测袁发出送站班车 265 班
次袁 为 8948 名学生提供全天候暖心送站服务
噎噎在这个特别的初夏袁一组组数字背后是一
个个心系学生尧迎难而上的工作身影遥

加班加点核实大数据尧反复多次沟通协调
落实重点人员管控尧多方联络为居民供应肉蛋
蔬菜尧 肩扛手拿运送物资尧24 小时回应居民诉
求尧为特殊群体深夜送药上门尧高温烈日下保
障核酸检测正常有序噎噎一个个暖心举措中
闪动的是不畏困难尧服务群众的担当背影遥

140 余名党员领导干部临危受命尧 舍 野小
家冶为野大家冶袁有的抛下了家中即将高考尧中考
甚至刚满月的孩子袁 第一时间进驻闭环工作袁
不舍昼夜尧担当奉献袁送餐送水尧组织协调尧物
资保供尧病毒消杀噎噎一个个岗位充满守护学
生尧跑赢时间尧跑赢病毒的战斗豪情遥

面对疫情袁学校建立网格化管理模式下的
楼长负责制袁实行野楼长-副楼长-辅导员-寝
室长冶管理袁20 名学院党委书记尧职能部门负责
人袁50 名辅导员骨干化身楼长尧副楼长袁驻楼与

学生同吃同住同战疫遥 驻校干部们担当野楼长冶
野指挥长冶野战斗员冶袁变身野送餐员冶野搬运工冶袁
成为学生们的野大家长冶袁不分昼夜做好防疫工
作袁守好战斗岗位袁为学生吃下定心丸尧注入强
心剂袁成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中坚力量遥

野我能多做一份贡献袁大家就能尽快恢复
正常的学习和生活遥 冶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助
理教授高兴第一时间主动报名加入教师志愿
者团队袁而他刚刚入职北理工仅两个月遥 在高
温下组织学生们开展核酸检测袁烈日下长时间
搬运物资噎噎工作虽苦任务虽重袁但在高兴看
来袁只要野学生的生活有保障袁一切都值得遥 冶

野同学袁 请扫二维码登记冶野同学请稍等冶
野再来四五个同学冶 噎噎早上八点袁 精工书院
2019 级本科生曹俊维已经站在核酸检测点前
维持引导秩序遥 作为书院的学生骨干袁曹俊维
第一时间报名成为学生党员志愿者袁尽己所能
为校园抗疫做贡献遥

无论是校内校外袁每一名师生党员都坚守
在自己的岗位上袁 无论是做好线上教育教学袁
还是用心用情做好师生服务保障尧积极参加抗
疫志愿服务袁他们默默奉献尧主动担当袁谱写了
北理工人同心抗疫尧共克时艰的壮丽篇章遥

1946 年袁我们的学校曾在解放战争的炮火
中经历敌机的轰炸扫射袁在烈火硝烟中熔铸成
钢浴

2022 年袁我们的学校又在没有硝烟的战斗
中经历疫情的严峻考验袁在守护校园中淬炼成
长浴

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野大考冶袁唯有胸前的
党徽鲜红闪亮浴 冲在一线袁守护校园袁同心抗
疫袁同力克艰袁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袁诠释
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浴

渊党委组织部尧党委宣传部冤



野校园网出口的下行流量首次突破了 30G浴冶5月 27日袁北理工校园网
出口流量的数据袁经过连日来的稳中有增袁在 2021年 3月突破 20G后袁快
速达到了一个野全新的高度冶遥

近一个阶段袁北京疫情形势严峻复杂遥 5 月中旬袁面对来势汹汹的疫
情袁北京理工大学为保护师生健康袁实行了校园封闭管理遥 这导致师生校
园网使用需求激增袁对学校网络软硬件保障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遥

疫情就是命令袁防控即是责任遥 在校园疫情防控新形势下袁确保防控
工作指挥尧沟通用网顺利袁保障师生学习生活的网络畅通袁成为网络信息
技术中心最重要的工作任务遥

根据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袁 网络中心第一时间将师生 5月校园网
流量限速由 100G 提高至 200G袁为在校师生工作学习提供最有力的用网
保障遥 然而袁流量上限提升袁也对整个校园网出口设备群的性能负载带来
强大冲击遥

其实袁早在 4月份袁针对校园网晚间流量峰值期间出口防火墙存在的
性能瓶颈袁网络中心已制定了上线更高配置防火墙的方案遥 但因为疫情原
因袁使得厂商人员无法入校升级替换设备遥 面对流量上限的倍增提高袁在
最短时间内解决网络流量野洪峰冲击冶迫在眉睫遥

为此袁网络中心迅速和厂商进行线上沟通袁确定了新版的升级方案袁
暂时放弃更换防火墙硬件设备袁全力从现有防火墙的性能调优着手袁将部
分非核心功能改为其余设备代为处理袁以提升防火墙性能遥 5月 17日 20
点袁在网络中心工作人员的全力保障下袁防火墙的调优工作按计划顺利完
成遥当晚袁校园网出口流量达到了近 25G的新高峰遥此后袁出口流量继续突
破了 30G大关袁这标志着校园野网络高速公路冶承载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遥

野网络调优是个动态过程袁高流量会冲击到校园网络的各个角落袁20
日晚上袁我们发现网络卡顿尧网速变慢再次出现袁问题在哪钥 我们必须排查
彻底遥 冶针对出现的问题袁网络中心维护人员第一时间全部上线袁对校园网
出口的软硬件系统进行了仔细全面地检查袁 迅速确定是出口某服务器集
群的流量负载均衡策略设置有误遥 当晚 22点袁故障修复完毕袁来自各个用
户渠道的反馈也显示网络恢复正常遥

确保多校区之间视频会议网络通畅袁教学平台运行稳定袁提供网络直
播服务保障曰为校医院敷设网络专线袁解决临时就医点的联网需求曰配合
相关部门需求袁紧急启用新的服务器集群袁高标准提供顶配网络计算存储
资源袁全力保障野i 北理冶app 订餐系统的扩容需求曰顶着烈日袁爬上核心机
房二楼平台袁用高压水枪一遍遍地冲洗空调外机的柳絮沉积袁消除高压报
警袁保证核心机房安全噎噎除了保障师生用网顺畅袁疫情防控期间袁各项
抗疫工作也对网络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遥 为此袁网络中心党员干部带头冲
在一线袁始终坚守在线上线下的岗位上袁随时响应尧全力保障遥

同心抗疫袁同力克艰遥 筑牢校园疫情防线袁网络信息技术中心全体干
部教师坚守着看不见的网络战线袁确保校园野网络高速路冶畅通袁守护着美
丽的北理工校园遥 渊网络信息技术中心冤

2022 年春末夏初袁 北京疫情形势严峻复
杂袁校园实行封闭管理袁师生携手筑牢校园防
线遥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袁虽然教室中没有了
朗朗书声袁但是教书育人的脚步却不能停歇遥 5
月 5 日袁按照学校统一部署袁教务部第一时间
启动线上教学预案袁全体师生平稳快速实现教
学转换遥

线上教学保质量袁师生合力共成长遥 一个
个课堂在野云端冶开启袁本科教学工作如火如
荼尧秩序井然遥

第一时间袁部署有力

叶关于近期本科教学安排优化调整的通
知曳叶关于明确本学期课程考核安排的通知曳
叶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1-2022 学年第二学期期
末本科教学工作的通知曳叶关于做好 2021-2022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本科课程考核工作的通知曳
噎噎一个月内袁 教务部陆续发布 7 份文件袁明
确线上教学和考核要求袁 推进各项工作落地尧
落细遥

疫情就是命令袁防控即是责任遥 人才培养
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袁在强化校园疫情防控的同
时袁学校党委高度重视线上教学工作和学生学

业进展袁副校长王晓锋靠前指挥袁教务部严格
落实学校部署袁科学研判尧设计袁针对不同年级
本科生精细化制定课程教学尧毕业设计和课程
考试工作安排遥

5 月 23 日至 6 月 5 日袁教务部通过野i 北理冶
app 面向全校教师和本科生推出 野你的关注袁我
们的关切冶系列专题宣传 5 期袁提前将期末教学
和考核工作安排野广而告之冶袁并发出野师生携手
奋进尧同心抗疫冶的倡议袁累计阅览量逾 2 万人
次袁立足教学工作袁凝心聚力尧坚定信心遥

为进一步帮助广大教师在特殊时期高质
量完成线上教学及考核任务袁教务部于 5 月 31
日组织召开野教学与考核模式专题研讨会冶袁面
向全校教师分享交流经验袁为不同类型课程提
供工作建议袁 逾 400 位一线教师在线参会袁深
入交流了工作心得体会遥

一系列野暖心冶野用心冶的举措有力保障了
线上教学和考核工作平稳有序开展遥

多措并举袁稳扎稳打

会同教学运行与考务中心尧各学院袁全面
摸排梳理教学考核工作推进情况袁每天研判运
行情况尧优化教学安排曰

协同网络信息技术中心进一步完善线上
教学和考核保障机制袁第一时间为督导专家开
通延河课堂和乐学平台督导权限曰

联合教师发展中心整理推出野一流课程与
在线教学的建设培训资源冶袁 持续提升教师线
上教学能力袁加强教研教改袁推动模式变革袁为
学生提供更多优质教学资源曰

联动学生工作部构建学生工作 野网格化冶管
理体系袁阵地前移袁服务零距离袁通过辅导员了解
学生学业困惑及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曰

噎噎
特殊时期袁多途径尧多渠道尧多角度袁确保

线上教学实现野稳扎稳打冶遥
面对不断变化的疫情形势袁教务部周密分

析尧以快制变尧变中求稳袁每天晚上召开专题部
务会袁集体研讨尧滚动调整教学工作方案袁先后
制定本学期后期尧暑季学期尧秋季学期教育教
学工作预案共计 16 版袁 认真研判各种可能出
现的特殊情况袁 确保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同
时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尧保障教学质量袁真正做
到常规教学有保障袁特殊情况有预案曰5 月内组
织召开了 4 次专题教学工作会袁面向各学院教
学院长和干事宣贯最新工作要求袁部署下一步
工作袁积极做好各项工作准备遥

教务部面向全校师生公布联系方式袁24 小
时响应教学一线需求袁及时解决问题袁组织教
学单位密切联系任课教师袁沟通授课和考核进
展情况袁及时上报方案袁建立起野教务部-教学
单位-任课教师冶三级响应机制遥

截止 6 月 5 日袁全校线上教学开设本科课
程 1915 门袁覆盖本科教学班 2712 个袁参与授
课教师 2347 人袁选课学生 149146 人次袁线上
考试 162 门次袁参加学生 3495 人次遥

疫情之下袁全校师生通过野云端冶高效完成
了野教冶与野学冶遥 线上教学有力实现为本科生学
业保驾护航遥

直面挑战袁保秩提质

特殊时期袁线上教学要做到野保秩提质冶遥

为了保障线上教学高质量运行袁确保线上
考试的公平公正袁教务部全面加强线上教学的
管理和质量监督袁开展多维度多层级的教学督
导袁多措并举保障野云端冶教学高标准尧高效率尧
高质量遥

教务部聘请教学名师尧一流课程建设负责
人尧教学成果奖负责人尧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等具有丰富一线教学经验的
专家袁 组成 42 人校级督导队伍袁 利用延河课
堂尧乐学平台尧腾讯会议等平台开展野云端冶教
学督导袁 并与各院级教学督导组建立联动机
制袁对教学质量进行实时监测遥 此外袁教务部管
理人员还同步开展线上听课尧查阅教学资料等
工作袁重点对教学秩序尧到课人数尧课堂纪律尧
网络状况和视听效果等情况进行检查遥 通过
校尧院两级全面督导袁线上课程督导全覆盖袁切
实有效保障线上教学效果和质量遥

为落实学校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袁及时解决
本科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袁教务部切
实以学生为中心袁协同各学院持续关注教师授
课和学生学习状况袁要求任课教师在线上教学
过程中加强对学生的关心关爱袁 密切沟通交
流袁及时掌握学生状态袁充分听取学生的意见
建议遥 同时袁引导广大教师加强课程思政袁将疫
情防控尧爱国报国和心理疏导等野化盐于水冶地
融入教育教学袁润物无声的开展思想引导遥

野面对耶云端爷教学袁要善于变压力为动力袁
主动应对困难与挑战冶遥 新形势下袁教务部对广
大任课教师提出了新要求袁并组织各学院以教

研室尧院系为单位袁积极开展教学研究袁调整传
统教学和考核方式袁创造性开展工作袁力争形
成可推广的好方法尧好成果遥

党旗飘扬袁使命担当

5 位同志在校园封闭管理中袁 全程驻守两
校区袁恪尽职守袁有力保障教务工作运行无阻曰
4 位同志家中孩子正处高三尧初三尧小升初的关
键时期袁却舍小家为大家袁不分昼夜奋战在抗
疫和教学保障一线曰60 余人次主动参与两校区
核酸检测志愿者服务袁不惧困难袁耐心细致袁为
守护校园贡献力量噎噎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袁教务部党支部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袁第一时间组织召开疫情防
控专题组织生活会(扩大)袁面向部门全体同志
发出野彰显政治本色尧践行时代责任冶的号召袁
要求大家同心抗疫尧同力克艰遥

教务部领导班子成员响应学校党委号召袁
在保障线上教学工作平稳运行的同时袁闻令而
动尧听令而行尧冲锋在前袁战斗在各个校区尧家
属区的抗疫第一线袁 与师生居民共渡难关袁筑
牢校园防线袁帮助大家纾解困难袁确保防控任
务有序推进遥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袁一个支部就是一
个堡垒遥 野北理工教务人冶用实际行动践行野北
京理工大学精神冶袁 全力保障线上教学平稳运
行袁齐心协力守护美丽校园遥

渊教务部冤

双手消毒尧去除棉签尧擦拭咽喉尧拔掉棉签尾部手接
触部位袁将咽拭子标本放置于采样管噎噎初夏的校园中袁
防护面罩里的脸庞逐渐被雾气模糊袁野全副武装冶的野大
白冶们严谨规范的重复着标准动作遥

5 月以来袁北京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袁北京理工大
学对校园实行封闭管理袁学校 81 名医护人员和医疗管理
人员袁第一时间住校工作袁守护校园尧守护师生袁为筑牢校
园疫情防线忘我奋战遥

守牢抗疫主战场

一次次野面对面冶中袁看不清野白衣战士冶的脸庞袁只记
得严谨认真的动作间袁充满守护与关爱遥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袁北理工的医护工作者们始终
坚持战斗在校园抗疫第一线遥 4 月 26 日以来袁按照校园
疫情防控相关工作要求袁我校师生的核酸检测均需要由
学校自行组织开展遥 为此袁我校医护人员们勇担使命尧不
惧困难袁 不仅全面承担了每日近 30000 名在校师生的核
酸检测工作袁还坚持野把关爱送到身边冶袁每日为不便到现
场的师生尧服务保障人员等群体开展上门核酸检测服务遥
除了做好人员检测服务外袁校医院还组织力量袁认真做好
环境及设备的采样检测工作遥 从年初至今袁共检测两校
区环境点位 2000 余个遥

野麻烦您再回忆一下冶野我再给您核对一遍冶遥 抗疫期
间袁我校医护人员按照上级工作要求袁认真做好校内外疫
情流调工作遥 野多问一句尧再问一遍冶袁医护人员们以野又
快又准冶的工作作风袁为校园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信息
保障袁为守护师生平安贡献了力量遥

野注意手套要带两层冶野脱防护服时要自上而下向外
翻卷冶噎噎5 月以来袁全校共有 500 余名教职工加入到校
园野大白冶志愿者队伍中袁为防疫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遥

为保障志愿者健康和防疫工作顺利进行袁我校医护人
员认真为志愿者们做好科学防护培训遥 校医院还积极在野i
北理冶app 平台上开辟野医疗服务冶版块袁专题发布科学防
护知识和就医指南袁为师生提供疫情期间的咨询服务遥

守护师生健康平安

野面对疫情袁哪里都是一线袁我们全体医护人员始终
团结一心尧履职尽责袁既要守好抗疫主战场袁又要保障好
日常就医问诊袁守护师生身体健康遥 冶校医院院长孙胜林
说道遥

校园封闭管理期间袁针对师生们的正常就诊需要袁校
医院除了安排力量值守日常门诊尧急诊袁还推出了野视频
诊疗冶服务袁师生们可以在线上预约袁通过视频问诊的方
式袁及时获得医疗服务遥

一次袁一位野视频问诊冶的同学突发疾病袁值守医生辛
彦君立刻联系其所在校区的老师尧医生袁以及校外医疗力
量袁用一场野爱心接力冶把药送到学生手中袁并叮嘱老师用
药注意事项袁等到安排结束袁已是深夜遥面对这样的时刻袁
辛彦君说院野任何一位医护人员都会这样做袁学生的健康
始终是第一位浴 冶

5 月中旬袁按照上级要求袁中关村校区家属区与教学
区尧学生生活区之间实行物理隔离遥 为了解决家属区居
民最为关心的就医保障问题袁在学校统一部署安排袁校医
院及时设立便民医疗点袁组织医护人员为居民提供就诊尧
取药等服务遥

白衣执甲袁抗疫先锋

66 岁主动冲上一线的刘伟袁怀孕六个月仍住校抗疫
的杨婷婷袁53 岁一天检测 1293 人的乔菲袁手术后坚持返

岗的石君美袁双医之家尧家有幼子的王薇袁住校护航尧挽救
重病师生的人民医院返聘专家张国杰袁日行 15 公里传递
物资的靳以飞袁家有满月妻儿的朱超噎噎

守护校园袁筑牢防线袁一个个平凡而关键的战斗岗位
上袁一位位野白衣战士冶书写下感动人心的北理工故事遥

野我报名浴冶野我也报名浴冶5 月 19 日凌晨袁面对刚刚发
布的紧急任务袁一条条斩钉截铁的野请战回复冶在校医院
医护人员微信工作群中涌现不断遥 天还没亮袁郭铁刚尧王
桂芳尧张灿尧高兰敏尧李毓清尧孟庆芬尧吕苗尧王旭尧王晓燕尧
俞淑娟就组成野十人战队冶袁赶赴一线遥

野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袁守护师生生命健康就是
我们最大的使命职责遥 面对困难袁党旗在心中飘扬尧党徽
在胸前闪亮袁我们始终忠于使命尧坚守岗位袁与广大师生
一起同心抗疫尧 同力克艰袁 我们在一起袁 定能打赢这一
仗浴 冶校医院直属党支部书记刘川说道遥

2022 年初以来袁在北理工野白衣战士冶的队伍中袁还
有这样一支野航天力量冶袁他们就是来自航天医疗健康科
技集团的医护人员们遥 关键时刻袁他们伸出援手袁连续三
次驰援我校遥

5 月 24 日袁面对校园封闭管理的工作要求袁航天七
三一医院的四名医护人员毫不犹豫袁住校助战袁与北理工
师生携手筑牢校园疫情防线遥 四位野白衣战士冶每人每天
承担了 1300 余人次的核酸采样工作袁 最多时达到 1850
人次袁极大缓解了我校核酸采集人员不足的困难遥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袁一袭白衣筑牢生命屏障遥北理
工的野白衣战士冶们冲锋一线尧不辞辛劳袁践行使命责任袁
护卫师生安康遥

当前袁北京市本轮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袁整体进入扫
尾阶段袁但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袁战疫成果需要我们共
同维护袁切不可麻痹大意尧懈怠松劲袁待疫情散去袁让我们
相聚美丽的北理工校园遥 渊校医院冤

井然！书写“教学”抗疫的合格答卷

首次突破 30G浴 为校园
抗疫铺就野网络高速路冶

致敬，北理工“白衣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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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防线！北理工的他们战斗在一线！

994期 2022年 6月 10日 责任编辑 院吴楠

校 报4 版

出版院北京理工大学校报编辑部 主编院蔺伟 副主编院刘晓俏 电话院渊010冤68912269 地址院北京理工大学 2号办公楼 邮编院100081 印刷单位院河北省廊坊市蓝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