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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职院关工委“大手牵小手”情系扶贫村留守儿童 

5 月 31日，湘西职院关工委在学院党委副书记、关工委主任曹

义文，纪委书记、关工委副主任刘修洪，工会主席、关工委常务副

主任陈杨晖，关工委副主任李成凤的带领下，一行 25人带着对扶贫

村留守儿童的殷殷关心和浓浓爱意，专程驱车到凤凰县腊尔山苏马

河村看望慰问留守儿童，为孩子们带去了节日的祝福，并送上了价

值 8000元的字典、书籍、食品和 100套夏季服装。让这里的山里娃

们过上了一个快乐的节日。 

学院领导亲切慰问了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克服

困难，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长大后为建

设家乡，服务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慰问活动结束后,应用外语系的师生与苏马河小学的留守儿童,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联欢活动。小朋友们积极参与，奋力争先，多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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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品，在游园活动中，启迪智慧，获取知识，提高能力。120余名留

守儿童度过了他们最为欢快的节日。 

(院关工委) 

 

交通工程系举行“祖国在我心”主题演讲比赛 

为加强交通工程系学生爱国主义思想建设，引导学生深刻领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深刻领

会每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深刻领会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和“国强受人敬、国弱受人欺”等道理，

不断增强学生的爱国之心、强国之愿、报国之志，交通工程系于 2016

年 5月 24日在阶梯二教室举行“祖国在我心”主题演讲比赛。担任

本次比赛的评委有基础课部肖寒副教授，教务处陈进副教授、院团

委廖琛菲老师。交通工程系主任汪学秋，副主任童庆出席了本次活

动。 

本次比赛由各班推荐出来的 11位优秀选手参与，选手们不负众

望，以自信十足的姿态，慷慨激昂的语言描述了对“祖国在我心”

的理解，更有肢体语言的合理配合，博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和

声声加油，另外，各位选手精彩的演讲内容不仅为此次比赛增加了

更多的感想，更将现场的气氛一次又一次推向了高潮。最终 15中汽

商务班的田静同学获得本次演讲比赛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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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祖国在我心中”主题演讲比赛，同学们歌颂了祖国，

展现了我系学生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抒发了对祖国的爱国主义情

怀，明确了当代大学生肩负建设祖国的历史使命；坚定了努力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党的理论知识的信念，跟上时代的步伐，掌握

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实现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的决心。 

  

             (交通工程系关工委) 

 

学院离退休支部开展党员“两学一做”教育 

5 月 28日，学院离退休党员“两学一做”教育推进会暨党务骨

干培训在图书馆七楼会议室如期举行。学院组织人亊处王承江副处

长与会通报了学院“两学一做”学教活动开展情况并就学院离退休

党支部如何开展“两学一做”进行培训。会议还就离退休党员党费

收缴、管理、支部活动、“七一”推优表彰等党务工作进行指导和

安排。学院离退休党总支负责人邓可为通报其总支和老龄工作相关

情况并就搞好学习培训和离退休党支部开展党员“两学一做”提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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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院党委成员、罗红副院长到会讲话并参加相关活动。此次

党务骨干培训是离退休支部改选后的首次集中培训，学院各校区离

退体支部成员参加培训并领取了“两学一做”学习资料。按照议程

安排，与会人员还乘车前往民族民俗优秀文化村一一贵州铜仁江口

县太平镇云舍村,就乡村文化在脱贫致富中的作用进行考察。此次党

务骨干学习考察活动开拓了思路，增强了开展“两学一做”强基础

的党性共识和做合格党员的自觉性。 

  

(院关工委) 

 

生物工程系学生在“湖南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

划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5 月 17日下午，2016年“湖南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

赛”在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我系学生

文海萍同学的创业设计方案《风味湘西黄牛肉产品的开发》荣获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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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初赛一等奖，李青同学的创业设计方案《湘西生态兔的养殖与开

发》荣获校级初赛三等奖。 

 “湖南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是湖南职业教育年

度重大活动之一。大赛坚持“以创业带动就业”为指导方针，以“引

导职业院校学生学习创业知识，培养创业意识，树立创业精神，提

高创业能力”为目标，形成了政府、企业、投资者、媒体、科研院

所等对接创业资源，深度合作，给力青年创业的竞赛模式。 

我系学子在此次大赛中荣获一等奖和三等奖，不仅展现了生物

工程系学子的风采和本系专业的建设成果，更是集中体现了本系办

学内涵和水平。 

  

(生物工程系关工委) 

 

计算机系与深圳奋达集团联合开展 

特色素质拓展培训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全

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推进校企合作办学模式改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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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5月 16日上午，计算机系和深圳奋

达教育集团联合开展的“点燃激情，让梦想起航”学生素质拓展集

训营启动仪式在湘西职院演艺广场举行。计算机系即将参加训练营

的三百余名师生参加了本次启动仪式。学院教务处处长毛国、计算

机系系主任宋武出席本次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启动仪式上，奋达集团

相关负责人就本次集训的具体日程安排及竞赛规则进行了说明；学

生代表和班主任代表分别发言，鼓励参加集训的学生们在集训中能

够坚持下来，磨炼自己的意志。 

毛国在讲话中表示，希望同学们通过参加本次集训，能达到三

个目的：一是学会担当与责任，学会互助与团结，学会热爱与感恩；

二是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学会用心对待学习和生活，用激情对待

自己的人生，用真诚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三是整体素质得到提升，

团队精神得到凝聚，个人信心得到增强，综合能力得到提高。他 指

出，校企合作是企业、学校、学生乃至社会共赢的重要举措，是新

形势下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真诚携手，湘西职院与深圳

奋达的合作一定会办出特色、 办出希望，并取得丰硕的成果。随后，

宋武宣布本次集训开始，为期四天三夜的“点燃激情，让梦想起航”

学生素质拓展集训营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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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集训营设臵了户外拓展、演讲、潜力训练等一系列有特色

的活动环节，将室内演讲与室外拓展完美结合，以年级为单位、师

生互动为主体、团队 PK为动力，通过教练的引导，激发学生的潜能，

使学生树立超越梦想的信念，用入脑入心的演说给学生注入成功者

必备的理念。 

 湘西职院计算机系与深圳奋达网络教育公司联合办学已达六

年，在这六年间，计算机系与深圳奋达网络公司共同培育了一批奋

斗在 IT技术前沿和“互联网+”广阔战线上的优秀学子，开创了校

企合作新的局面，在创新校企合作模式上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计算机系关工委) 

 

思政部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  

为及时了解和掌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情况，全面搜集学生学

习思政课的意见和建议，以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思

政部于 5月 16日、17日中午在 B301 教室分别召开了 15级中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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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制高职班及 15 级三年制高职班、14级五年制高职班学生代表座

谈会，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共有 111个教学班的 120余名学生

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思政部主任熊谟菊老师主持，思政部中、

高职教研室主任及教师代参加了会议。 

座谈会上， 学生代表就思政课的教学内容、教学设计、课堂氛

围、教学管理等方面各抒己见。从座谈会反馈的情况看，学生代表

总体上对思政课教师的教学工作、敬业精神感到满意，对其中的优

秀教师给予了较高评价。同时学生代表们也提出了不少建议，集中

体现在：课堂教学要多联系实际，用典型案例去分析理论，进一步

加强课堂教学管理，增强课堂的互动性，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等。 

针对学生代表提出的问题，与会教师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和耐心的解

答。在会上，还进行了教师教学满意度调查 ，同学们认真填写了《湘

西职院思政部教师教学学生满意度问卷调查表》。 

熊谟菊主任对同学们的发言给予高度评价。她指出，同学们的

发言无论是由衷的赞许，还是殷殷的期盼，都表达了大家对思政课

有着较高的关注度和较多的期待; 思政部全体教师一定会认真对待

同学们的心声，认真反思各自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改进教学方

法，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增强教学能力，以达到更好的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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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 15级三年制高职班、14级五年制高职班学生代表座谈

会上，思政部还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成果展示活动

中获得省级奖励的 8名同学及获得院级奖励的的 82名同学进行了颁

奖。熊谟菊主任在颁奖致辞中希望获奖的同学再接再厉，用实际行

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守纪、文明、先进的大学生。也希

望学院广大学生能积极向获奖同学学习，在学习、生活中积极弘扬

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思政部)  

 

经贸系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 

为了充分了解我系的学生学习、生活情况和教师教学情况，加

强师生的沟通协调，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加强教风、学风建设，

2016 年 5 月 19日晚自习，我系在教学楼 A311召开了全系学生代表

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由我系主管学生工作的张正君副主任主持，参

加座谈的有经贸系钟伟副主任、基础课、思政部教师代表及各班推

选出来的学生代表。 

会上，学生发言积极踊跃，气氛热烈，师生间进行了良好的交

流互动，主要就教学方法、图书馆管理、宿舍管理、学生行为管理

等学生们关心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参会老师分别就代

表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解答与解释。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 9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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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结束。会后大家纷纷表示，这是一次实事求

是的会议，是一次师生之间面对面敞开心扉的会议，更是一次 “两

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的具体体现。通过本次座谈会，学生与老师

之间加深了了解，拉近了距离，为系部下一阶段的教学管理工作提

供了宝贵的意见。 

  

（经济贸易系关工委） 

 

民族艺术系学生李桃香参加湖南 

“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座谈会并发言 

2016年 5月 18日上午，在我校图书馆七楼会议室召开了湖南“一

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座谈会，出席本次会议的主要领导人

有中华职教社社会服务部的王朝霞部长、杨里平秘书长，湘西职院

领导人有纪委书记刘修洪、团委书记王丹子；各系教师及数名学生

代表参会。作为民族艺术系“同心温暖工程”受助学生代表李桃香

同学应邀参加，并发表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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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刘修洪书记就同心温暖工程做了全面的介绍，并重点对“梦

里湘西•多彩职院”的四大名片进行诠释，同时对如何推进同心温暖

工程提出了相关建议。王丹子书记不仅肯定同心温暖工程自开展以

来所取得的成绩，也为我们展望了美好的未来。随后民族艺术系李

桃香同学做为受助代表，发表感言。李桃香同学的事迹感人，用平

实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家贫志不短”的故事，用不怕困难努

力奋发向上的精神感染了我们，所有与会人员无不感同身受，倍受

鼓舞。 

  

通过本次座谈会，中华职教社对我们湘西职院执行湖南“一家

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的力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及认可。希望

通过合作，用实际行动帮助更多需要资助的学生。    

（民族艺术系关工委）                                                                                  

 

旅游管理系开展教师公开课与评课活动 

公开课是目前教师教研活动的主要形式和重要载体，是一项最

常见、最基本、最典型的教研活动；公开课也是教师成长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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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精心设计的过程，也是教师之间互相启迪、取长补短、全面反思

自己日常教学行为的好机会。 

旅游管理系教师上公开课已经制度化，每学期安排五名教师上

公开课，五堂公开课完成后组织全体教师集中评课，真正发挥公开

课与集中评课在加强教学常规管理、开展教研科研活动与深化课堂

教学改革中的作用，同时，促进每一位教师进一步关注课堂、关注

教学内容、关注学生。 

 

提前准备好的关于制作石榴糯米烧麦学生需知 

  

示范制作烧麦皮          演示包馅技巧、小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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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月下旬，旅游管理系教师开展本学期的公开课与评课

活动。5月 25日，烹饪专业教研室龙吉军老师为全系老师上了一堂

成功的白案实训公开课——石榴糯米烧麦的制作。龙吉军老师为上

好该堂公开课，做了大量的精心准备工作，教学环节齐全，是一堂

典型的做种教、做中学、教学做合一的示范公开课。 

 

   

 （旅游管理系关工委） 

 

 

 

 

 

 

 

报：省教育厅关工委、州关工委、州直机关关工委 

送：学院领导 

发：各处室、院二级关工委 

电子邮箱：xxzyggw@163.com                      （共印 50 份） 

mailto:xxzyggw@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