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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生•民族艺术系开学典礼 

2016 年 8 月 20日早上 9点，民族艺术系在阶梯二教室举行了

2016级新生开学典礼。出席本次典礼的有学院关工委副主任李成斌，

民族艺术系主任李巧云、系部副主任熊智、张绪胜，办公室主任刘

玲、系部全体辅导员及新班班主任，本次典礼的主持人由系部副主

任熊智担任。 

系主任李巧云的讲话拉开了本次典礼的序幕，会上她对系部基

本情况做了大致介绍；对新生入学后的注意事项及如何迅速适应校

园环境做了重要讲述；最后对新生提出了几点要求：入学后要培养

自己的独立能力、掌握正确的沟通方式、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 

随后老班学生代表陈敏与新生代表钟槿雯均做了精彩的发言，

对如何树立学习目标及正确的人生观谈了自己的看法。她们言辞深

动，颇有感染力，使在座的每一位新生收获满满。  

典礼的最后一项由学院关工委副主任李成斌对影响合格大学生

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并对如何做好合格大学生作了

深刻阐述。他指出一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明辨善恶、美

丑的界限。二要端正人生态度。三要要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李

成斌副主任的讲话，使新生们认识到在今后的学习中，一定要互帮

互助，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为争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而努力奋斗！ 

                      (民族艺术系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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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职院召开本期学工会议暨新生班主任培训 

8 月 15日上午，湘西职院在教学楼 D区会议室召开了 2016 

-2017学年第一学期学工暨新生班主任培训会议。各系学工负责人、

2016级新生班主任等 130人参加培训会。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陈杨晖主席出席会议。  

 

培训会上，学生处处长、关工委秘书长杨云宣读了本期学生工

作计划，并以学生工作‚四讲四有‛为主题，从讲大局、有担当，

讲制度、有规矩，讲方法、有成效，讲奉献、有作为等方面，强调

了学生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新任班主任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学生处龙

进宝副处长安排布置了开学期间的重点工作，对新生报到、入学教

育以及加强新生管理等提出了明确要求；优秀班主任代表机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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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徐志勇老师对如何做好班主任工作作了典型发言。  

最后，陈杨晖主席充分肯定了学生工作取得的成绩，勉励大家

戒骄戒躁，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做好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

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了解学生所思、所想、所求，

做学生的贴心人，不断总结经验，为学生工作的提升不懈努力。  

通过本次培训，学生工作人员和新任班主任统一了思想，提高

了认识，明确了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工作内涵建设打下了良好

基础。 

（学生处） 

 

院关工委组织教工子弟 

开展“湘西传统文化教育之旅”活动 

7 月 9日，学院关工委组织就读中、小学的教职工子弟前往‚千

年古镇浦市‛开展‚湘西传统文化教育之旅‛活动。关工委的老同

志和中小学生一行 40余人，先后参观了浦市老街、古城墙、万寿宫、

李家书院、青莲世第、吉家大院等古建筑，观看了湘西版画、踏虎

戳花、古镇历史博物馆，欣赏了万荷盛开的醉人美景。通过活动，

让孩子们追寻了千年古镇厚重的历史文化，领略了神秘湘西的民族

风情，进一步激发了青少年爱国爱家乡的热情。 

教育活动结束后，院关工委要求参加本次活动的小学生每人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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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日记，中学生每人写一篇作文，于 7月 11日交院关工委进行评

比，分小学组、中学组，各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

名、优胜奖若干名，并将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院关工委） 

 

旅游管理系全体教职员工学习习总书记 

建党 95周年重要讲话 

7 月 5日下午，旅游管理系组织全体教职员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体教师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 

康叶红老师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十二年教龄教育事业

工作者，在岁月的消磨中，有时忘了自己最初的奋斗精神，忘了梦

想，忘了前行，苟且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得过且过，而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面临工作的难题时，有时畏首畏尾，

害怕挑战，忘了身先士卒，忘了赤子之心。‚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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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八个字，不仅给每一个共产党人敲醒警钟，也给

每一个中国人敲醒警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富裕的中国梦，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奋斗，与每一个人的梦

想息息相关。只要每一个中国人，不放弃，不抛弃，在各自的岗位

上，坚持梦想，努力奋斗，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

大实现，将近在咫尺，触手可及。 

陈群群老师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一定要牢记我们党从成

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

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不断学习、充电，提

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为我们党做好青少年储备力量的培养工作，让

青少年学生们‚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

人可尽其才‛。 

邓洋老师说：经过这次学习，让我感触很多，作为一名青年党

员教师，要想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得有一桶水，要不断加强理

论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加强专业学习，提高专业技能。立足自己

的岗位，不忘初心，继续努力工作，积极进取，争做一名合格的党

员教师。  

王峥珍老师说：通过这次学习，让我对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有了新的认识，‚为人师表‛不是一句空洞的话，而是教师靠自身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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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赢得的社会赞誉，做一个爱岗敬业、热爱学生、甘于奉献的好老

师，不仅是在塑造自己的完美人格，更是以自身的言行影响一代又

一代人。选择了教育，就是选择了奉献，教师就应当具有这样的责

任感。 

向英老师说：作为一名非党人土，本人应在教师工作岗位上勤

奋工作，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做一名学生满意的人民教师！ 

张金原老师说：作为一名无党派人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

人民教师的工作岗位上，专注眼前事，做好本职工作，积极创新，

开拓进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旅游管理系支部张琼书记发言：作为一名基层教师党员，一名

基层的党支部书记，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的信念更加坚定，我们将

始终坚持‘两学一做’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成果

转化为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的精神营养，带领旅游

系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旅游管理系王小平主任发言：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

路。面向未来，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八方面要求，结合‚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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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奉献，有作为；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一定要加强理论学习，恪

守纪律、讲求规矩、为人师表、躬身示范，有所作为，做出表率。

人人争当新时期的合格的人民教师。 

 

（旅游管理系关工委） 

 

“两学一做”重在实效 

机电工程系： 

机电工程系数控技术专业目前有教学班级 18个，班级多，学生

多，教学任务重。按照学院整体部署，12-5数控 1、2、3需提前离

校顶岗实习，为确保 2016年数控专业学生的抽考强化培训有序、高

效进行，系部临时调整了本学期数控专业教学进程表。致使 14-5高

数 1、2班和 13-5模具班三个教学班近 80名学生同时安排在实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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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D区进行数控车、铣实训，实训人数是平时的两倍，又因原有 15

台 GSK980TD广数车床有 7台机床因故障无法正常运行，运转设备无

法满足正常实训教学需要。段征育、黎桂平、黄毅等老师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在向实训部报告的同时，不等、不靠，自己动手，边学、

边做。他们顶着高温，一台一台找原因，一台一台做调试，遇机床

软件问题查资料，改参数；遇硬件问题排故障，换零件。通过自身

的努力，修好了 3台车床（4台机床因主轴问题需厂家维修），基本

了满足了正常教学需要，为学院节约资金 4000余元。 

  

机床故障诊断显示           段老师在调整机床限位开关 

段征育、黎桂平等老师这种积极主动，不等、不靠、不推诿的

精神，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的重要实

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

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具体表现；是在学党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讲话上下真功，是在做合格党员上出真招、见行动；是坚持问

题导向，带着问题‚改‛，针对问题‚做‛，在‚改‛上动真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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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我系教育教学中心工作，促进我系数控技术专业发展的最终体

现。 

以‚两学一做‛为抓手，在‚学‛上见行动，在‚做‛上求发

展，争当合格党员，事例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思政部： 

6 月 24日上午，思政部党支部在 A312 办公室举行专题党课，全

体党员教师参加。党课由思政部主任、党支部书记熊谟菊主讲。 

熊谟菊以‚学习新党章，做合格党员‛为主题，分三个方面进

行阐述：一是党章概述；二是十八大党章的基本内容；三是实践党

章，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在讲课过程中，熊谟菊结合个人学习、

践行新党章的深刻感悟，从《党章》的历史发展、新《党章》的特

点和主要内容、如何学习新党章、做一名合格党员等方面作了全面

讲述，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她倡议全体党员结合新党章，不断加

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为师生服务的意识，做讲政治、有信念，讲

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  

专题党课结束后，支部党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大家纷纷表示，

通过学习，对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

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党性意识得到进一步提升。作为思政课教师

更应该认真学习党章、读懂党章、走进党章，并结合思政课教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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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际，实践党章，以优良的作风、务实的态度，切实做好一个党

员教师的教书育人工作。 

 

经贸系： 

6 月 14日下午两点半，湘西职院经贸系党支部以专题党课的形

式，开启了‚两学一做‛第二阶段‚讲规矩，有纪律‛学习教育活

动，支部全体党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党课以‚讲规矩，有纪律‛为主题，由党支部书记张正君同志

主讲，首先介绍了建党以来党的纪律的发展历程；同时深入浅出的

解读了习总书记系列讲话中的执政理念和治国策略，武装党员思想。

然后以党章为依托，从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到指出提高政

治觉悟、加强纪律约束、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党员听完后都有较大感触，纷纷表示，通过学习，更加强化了

党员崇规意识、守规意识、执规意识，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时时用

党的纪律严格约束自己，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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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慎独慎初，

自警自省，树立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自觉做合格党员。 

 

旅游管理系： 

6 月 6日下午，旅游管理系支部全体党员集中在 A414办公室召

开‚讲政治、有信念‛专题学习讨论会。  

会上，支部书记张琼同志就‚讲政治、有信念‛专题学习活动

向支部全体党员提出学习要求；学院副院长罗红以讲党课的形式向

党员同志们做了辅导，通过正反典型事例讲解了‚讲政治、有信念‛

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赢得政权的法宝、是中国共产党得以长期执政的

重要保证、是应对现实考验的必要法宝，提出要做到‚讲政治、有

信念‛，就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要经常性地开展党

性教育。  

  

讨论会上，党员们踊跃发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支部优秀党

员田红玉同志通过分析政治与信念的关系、信念与行为的关系，指



—— 12 —— 

 

 

 

 

 

出，‚讲政治、有信念‛是对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要求，践行‚讲政治、

有信念‛，要体现在具体岗位上，要结合学校工作实际，要热爱教学、

管理工作。  

其他党员在会上也纷纷谈了学习体会，表示将坚定信念，忠诚

党的信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维护党的权威；努力提高思想素养，

提高工作水平，爱岗敬业；牢记宗旨，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做一

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学院副院长、关工委副主任宋清华看望我院在夯吾苗

寨导游做讲解实习学生 

6 月 15日，学院副院长、关工委副主任宋清华在与古丈县教育

局领导就 2016年招生情况做沟通后的返程途中，特别探望了我院旅

游管理系在夯吾苗寨进行导游讲解教学实习的 5名学生。 

夯吾苗寨龙总介绍了 5名实习生的实习情况，高度评价了学生

素质高、肯吃苦、学习积极主动，盛赞学院高度重视学生实习实训

工作，希望以后不断加强与我院的校企合作力度。 

宋清华副院长高度肯定了 5名实习学生的良好表现。询问学生

在实习中遇到的问题以及需要学校出面与实习单位沟通的问题，勉

励她们一定要坚持，一定要积极主动，这样才能岗位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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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名学生一致表示感谢学院领导与老师们的艰辛付出，为她们提

供酒店顶岗实习及景区景点教学实习的机会，通过多形式多岗位的

实习，她们收获很多，会认真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 

（旅游管理系关工委）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来我院

进行新增鉴定职业、晋升鉴定等级的评审检查工作 

6 月 28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蒋国贵

副主任率茶艺、客房餐饮、烹饪专业专家一行 6人组成的评审组来

我院进行新增鉴定职业、晋升鉴定等级的评审检查工作。 

毛国处长首先从学院的基本情况、新增鉴定职业工种茶艺师的

基本情况、晋升鉴定等级情况等三个方面向评审组汇报了工作； 

评审组根据查看现场设备设施以及申报材料情况，对我院申请

新增茶艺师鉴定职业工种，晋升客房服务员、餐厅服务员、中式烹

调师、中式面点师鉴定职业等级进行了认真核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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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组专家对核议情况进行了反馈：同意新增茶艺师（五、四、

三级）职业鉴定；同意客房服务员、餐厅服务员、中式烹调师、中

式面点师鉴定职业等级由原来的四级（中级）晋升为三级（高级）；

同时，各位专家也诚恳地指出了几个鉴定职业工种中需要改进的地

方，希望我院进一步加大培养相关工种高级考评员的师资培训力度；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蒋国贵副主任、欧

雁部长对我院提出的申请通过专家组的评审表示祝贺；对学院领导

高度重视与支持省厅职业鉴定工作表示感谢；希望我院认真整改、

落实专家们提出的要求和建议；建议我院进一步加强鉴定所的规范

管理，争取将学院鉴定所建成省示范鉴定所； 

学院副院长宋清华做总结性讲话。他代表学院党委、行政感谢

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对学院的关心和厚爱；请各位领导和专家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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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一定会按评审组的建议去落实整改，一定将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做得更好。 

（旅游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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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