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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学院概况
►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学校就组建了致力于精英人
才培养的“理工班”，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道路上迈出
了重要的一步。

► 2003年，成立了"茅以升班"，继续探索工程拔尖
人才的培养。      

►2010年，学校在总结近三十年工程教育改革经验基础上，
依托我校大交通学科和高水平师资，以高端的国际化视野、
优质课程资源、高层次培养模式和个性化培养方案，由经
过层层考核筛选的优秀本科学生组成了西南交通大学荣誉
学院——茅以升学院。► 学校将天佑斋21栋确定为茅以升学院书院楼，进

行功能及形象改造，专供茅以升学院学生学习生活，
设立工科类研究型拔尖创新班和跨学科交叉复合精
英班，通过实施个性化、精英化、养成化、高要求、
跨学科的特色教育，建设具有西南交大特色的致力
于全人教育的“学院+书院”联合培养体。 ►西南交通大学唐臣书院揭牌。

茅以升学院简介



茅以升学院概况茅以升学院简介



“学院+书院”
联合培养体

专业学院

唐臣书院茅以升
荣誉学院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跨学科融合

五课堂融合/课内学习与课外成长融合

合作、提升、共融、创新

茅以升学院简介

年级 人数
2014级 186

2015级 269

2016级 250

2017级 193

在校学生合计 898人



6

学院谱写并录制了“茅院学生之歌”，设计了茅以升学院院徽，并设计制作了

全套茅以升学院视觉识别系统，加强荣誉感教育，培养学生认同感与归属感。

茅院学生在录音棚录制院歌

亚文化
建设

茅以升学院简介



►院长：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
  国家级教学名师、博士生导师 
  冯晓云教授

►常务副院长 ：教务处处长、
  博士生导师  郝莉教授

►学生工作组组长：王霞

►综合事务办公室主任：柯小君► 教学管理办公室主任：张长玲► 团委书记、辅导员：毛盾 ► 辅导员：李佳蔓

管理团队

►党总支书记：栗民副教授

► 唐臣书院常任导师：王兴龙

茅以升学院简介



序号 导师团 导师 职能

1 顾问团 顾问
负责导师团队的统筹管理，对导师团队的工作进行设计、督导并提出
意见建议。

2 书院教授团 驻书院教授 聘请校内外教授入驻书院，通过书院平台活动参与学生五课堂学习。

2 学术导师团

学术导师
每名学术导师指导不超过3名书院学生，指导学生参与学术研究、学
术项目及学术生涯规划。

学业导师
每名学业导师指导不超过15名学生，关注学生学习情况并给与指导
。

跨学科导师 负责对辅修本学科课程的同学进行学业指导。

3 第二课堂导师团
文学导师、公益导师、创新导师
、文化导师、读书导师、艺术导

师、领导力导师
负责对辅修本学科课程的同学进行学业指导。

4 实训导师团
校外导师

负责开发及指导书院学生实习实训项目，提高项目质量。
实训导师

5 海外导师团 国际项目导师 负责拓展和组织海外联合培养项目。

6 云学习导师团 云学习导师 负责拓展并为学生提供优质的云学习资源。

7 校友院友导师团
校友导师 负责建立学生与校友院友之间的联系，不定期开展讲座、与校友面对

面等活动。院友导师

8 书院导师团
常任导师、驻院教授、朋辈导师
、学业顾问、生活顾问、辅导员

负责书院日常运行及咨询服务指导等工作。

9 家长委员会 家长委员
负责建立学院与家长的联系纽带，定期将学院情况通报学生家长，并
收集家长对学院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建立书院“跨学科的教育导师群”，广泛地参与到学生五课堂的学习生活中。

茅以升学院简介



茅以升学院简介

打造书院
交流空间



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对茅以升学院（唐臣书院）跨学科及书院制探索进行报道
美国荣誉学院年会
现代书院制教育论坛

茅以升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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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工程教育思想

“先习而后学”     

    茅老一生致力于授业育人和教育改革，尤其对高等工程教育极为重视，最为人称道的

当属“习而学”的教育理念。用茅以升先生自己的话说，“习而学”的思想源自《大学》

中的“致知在格物”。这正与现代建构式学习理论相呼应。

    早在20世纪前半叶，先生就已经敏锐注意到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教育

“使学生处于被动，形成‘填鸭式’教育，并有空谈理论而好高骛远的危险”，因而反

对“授课以灌输知识为唯一要义。对于生徒之创造性如何启诱，智力如何发展，个性如

何鉴别，多置不问。以致学生受教日深，机械性日重”的教育方法。显然，茅以升先生

对“教”与“学”做了深刻的思考，体现了“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理念。 
--《茅以升工程教育理念的再实践》



茅以升工程教育思想

垒石为塔，塔底广则塔顶高    
   作为工程教育家，茅老并未因为关注工程教育而忽视学生的全面教育和培养。他在1981年撰文指出：“学文科
的要学理，学理科的要学文。大家都可以学点音乐、美术之类。”他还援引马克思、恩格斯酷爱数学的例子告诫
青年人：“要想当专家，首先应当是‘博士’，要想成为某一门知识的专家的同志，千万别把自己的视野限制在
这门学科的范围内。”在他看来，“通”和“专”并不存在根本冲突，它们的关系就好比“垒石为塔，塔底愈广，
塔顶愈高”。 
      茅老曾根据多数工程师的意见，把工程师的成功要素归纳为6个方面，并依其重要程度依次排列为：品行、
决断、敏捷、知人、学识及技能。
      茅老认为：“许多知识都是互相联系的。要想学得深，在某一方面作出成就，首先就要学得广，在许多方面
有一定的基础……有些知识，看起来与自己的专业无关，但学了，见多识广，能启迪你的思想，加深对知识的理
解，促进学习。”他还提出“各生所受之教育，应以知识广阔学力充实为原则”，要“多加涉猎人文学科”，克
服“学生所受功课为物质所囿，缺乏陶情养性之文化学科教育，胸襟狭隘，不谙人事、经济、行动、机械等”之
陈弊。
      茅老从教期间，经常在课余时间约请同学来自己家里交谈，从无拘无束的谈话中了解学生对课程掌握理解的
程度。

--《茅以升工程教育理念的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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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院荣誉课程-通识课程

文科教授
关注文科学生专业教育

工科教授
关注工科学生专业教育

构建大类培养框架下通识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本科人才培养体系。
-《西南交通大学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

      如何针对工科学生开展通识教育？

工科学生

 师资受限、学时受限
 工程教育需求？
 工科学生兴趣与特点？



茅院荣誉课程-通识课程



茅院荣誉课程-通识课程



 工科学生写作能力至关重要，但往往不足！

 思维与写作对工科学生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与文科学生写作课的区别在哪里？

阅读与写作



茅院荣誉课程-通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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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院荣誉课程-跨学科课程

 不同学科知识是堆积还是融合？
 浅尝辄止的导论课或者入门课？
 教师如何才能够跨过学科、学院界限相融合？
 学生如何跨过专业界限，真正实现跨学科学习？





茅院荣誉课程-跨学科课程



茅院荣誉课程-跨学科课程

运动商业计划



茅院荣誉课程-跨学科课程



茅院荣誉课程-跨学科课程

没有“教”，仍然可以“学”

使用GITHUB Pages搭建一个网站

教       学



茅院荣誉课程-跨学科课程

以下编程语言学习过哪些？



茅院荣誉课程-跨学科课程

当学习Arduino的时候，我们请同学们拿出板子，按照官方的入门指南操作。
那个指南是英文的，
USB连上电脑后，可能装不上驱动，可能找不到端口，各种问题。
问题很多，很不顺畅。
但是，真实的，工作中的学习，就是这样的。
UC伯克利的同学也是这么学习的。



茅院荣誉课程-跨学科课程

体验真实场景

遭遇真实困难

寻求帮助

阅读
看英
文

搜索

讨论请教 实验

解决问题

体验即学习





茅院荣誉课程-跨学科课程



茅院荣誉课程-跨学科课程



茅院荣誉课程-跨学科课程



茅院荣誉课程-跨学科课程

 要有主线，形散而神不散（任务或者项目）
 要跨学科解决真实问题，并非将知识简单堆积起来灌给学生
 并非浅尝辄止，而是真正”做中学“
 要有推动跨学科课程的平台：跨学科教师+跨学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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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属
知识技能 高级思维能力 人文价值观 工作与事业准备

学科专属知识与技能
1.理解掌握学科知识体系
2.知识迁移能力
3.知识应用能力
4.切实掌握专业技能、数
字化技术和智能工具
5.掌握获取新知识的方法
6.跨学科学习能力

高级思维能力
1.批判性思维
2.实践性思维
3.创造性思维
4.超前思维 

人文价值观
1.社会主义价值观
2.健全人格、责任与伦理道德
3.对人文学科的鉴赏能力
4.洞悉科技作用的能力
5.全面客观关注社会问题的能力
6.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
跨文化沟通交流能力

工作与事业准备
1.人际交往与团队合作
能力
2.研究及分析能力
3.勇于担当、精益求精
的职业精神
4.经济决策方法、商务
与管理能力

个人发展

个人发展
1.自控力与意志力
2.有效组织和利用时间的能力
3.书面表达能力
4.语言表达与沟通交流能力
5.终身学习能力
6.健康快乐生活能力

构建卓越工程人才培养目标模型 五维度培养目标



21 3 4

1门新生研讨课. 

2

入学教育认证. 

1门跨学科课程. 

1个跨学科项目. 

3门大类通识课程. 

6期经典阅读项目. 

科研训练营
创新实践学分 

第二课堂认证 

辅修专业课程

志愿服务认证

    荣誉学院的学生必须完成以
下10个荣誉特色课堂项目，包
括：入学教育认证、1门新生
研讨课、1门跨学科课程、1个
跨学科项目、3门大类通识课
程、6期经典阅读项目、创新
实践学分、第二课堂认证、辅
修专业课程以及志愿服务认证，
方有资格获取荣誉证书。

荣誉特色项目



学生成长

      被誉为美国最好的老师之一的Ken 
Bain教授交大行：如何成为卓越的大学
教师与大学生。
     

   书中激励我们，要勇敢面对自己的问
题，不要逃避。直面问题，我们的心智会
逐渐成熟；逃避问题，心灵就会永远停滞
不前。人生的问题和痛苦具有非凡的价值，
这种价值不是来自问题和痛苦本身，而是
来自人们面对这些问题和痛苦时的反应和
收获。

    这本书是不是告诉你如何在大学里
面取得高分，而是讲述如何通过大学教
育帮助自己成为充满好奇心、同情心与
责任感，富有创造力并且能够不断成长
的人。里面有很多最新的学习理论和学
习策略，与受访者的学习成长经历结合
起来，相信对你会很有启发。

      2015、2017年新生赠书

      2016年新生赠书



学生成长

答疑坊

实践坊

写作坊

创新坊

唐臣学堂

读书交流会

学习伙伴计划

科研训练营计划

优秀实习生评选

朋辈帮行动计划

优秀读书人评选



科研训练项目

科技创新项目

艺术创造项目

体育竞技项目

发明创造项目

创客创业项目

跨学科研究项目



“唐臣书香”经典阅读文化体系

    12个版块，12份推荐书单、300本推荐书目、128个
读书社群、683个学生选书计划……



广泛自由的学术交流平台

     搭建“卓越讲堂”、“唐臣学

堂”、“读书写作坊”、“跨学

科研读间”等学术交流平台，邀

请校内外、国内外的不同学科的

教师进驻书院，学院鼓励并支持

一切三人以上的学术交流与讨论，

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广泛自

由的学术交流。2016年度，学院

邀请沈志云院士、台湾清华大学、

美国匹兹堡大学、印第安纳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书法家以及校

内教授为学生开展数十场学术讲

座。



学生成长

    我想这门课带给我的远比那些技能更丰富，它给了我一条通往未
来的信仰之路，有荆棘亦有光芒，有脚下的泥土，也有远方。



激发学生自我管理与成长

运动情境体验，激发潜能
批创思维塑造，实践实创

大学科融合，共创智慧人生
寻找快乐学习的教学实验

教与学融为一体
教学与科研并重
“探究式”学习

工具性/社区化/社会化
课程的通识化

设计学与心理学的交融
引入“设计人生”概念

“四动”融合
问题导向，强调“同理心”
突出工具应用、主动学习

工匠精神的切身体悟
艺术审美修养的塑造
设计创新思维的培养

       经过三年的探索、研究和实践，已初步
形成独具西南交通大学特色的跨学科创新教
学理念与实践案例。

以项目为导向
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
创新教学模式探索

Experience   Presentation   Train   Feedback

体验                    呈现                  训练          反馈 

“EPTF共建课堂”教学模式

对全校教育教学改革支持：跨学科创新教学理念与实践

构建卓越工程人才培养目标模型 结束语



      我国著名桥梁工程专家茅以升先

生，字唐臣，与我校同年诞生，他早年毕

业于我校土木工程专业，而后赴美国康奈

尔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学习，学成归国，

曾四度出任我校校长，茅以升已经成为我

国工程界的荣誉和象征。

       

    回顾茅以升先生的一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先生严谨求真的科学品质，
更看到他心忧天下的奉献精神以及孜孜以求的彼岸情怀。先生以其卓著的
学术成就、工程成就、科技成就饮誉于世，自不待言。但更难能可贵的是，
先生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推己及人，积极入世，展现出一种在任何境
遇都矢志不渝、初衷不改的乐观练达，一种舍弃小我而成就大我的奉献精
神。要学习他宅心仁厚的德行、尽心知性的修为、家国天下的情怀、忠恕
任事的作风、求真务实的品格和开拓创新的勇气，以此推动茅老“爱国、
科学、奋斗、奉献”精神的世代弘扬。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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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
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
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  茅以升
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崇尚真理、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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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