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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召开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 

10 月 20日，学院在行政办公大楼七楼会议室召开了关心下一代

工作会议。学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陈杨晖，

关工委副主任李成凤，学生处长、关工委秘书长杨云，出席了会议。

系部关工委主任，副主任，关工委老同志，学工人员 45 人参加了会

议。会议由学生处长、关工委秘书长杨云主持。 

会上，工会主席、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陈杨晖宣读了四个表彰决

定：一是教关委函[2016]8号文件，学院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

代工作先进集体；二是教关委函[2016]1号文件，学院荣获全国教育

系统基层教育关工委优秀网站三等奖；三是湘关发[2016]10号文件

学院田廷明、李成凤被评为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四是湘

教工委通[2016]57 号文件，学院荣获‚湖南省大学生 2015-2016学

年度‘祖国在我心中’主题教育活动优秀组织奖‛，征文比赛获奖：

一等奖两人，三等奖三人；演讲比赛获奖：一等奖一人，二等奖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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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关工委副主任李成凤就下一段关工委的‚心无旁骛，求知

问学‛主题教育活动，帮困助学，二级关工委日常工作考核，编写

《湘西职院关工委志》等四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最后，陈杨晖主席就如何搞好关工委工作做了讲话，他首先对

‚五老‛成员多年来关心和支持学院发展建设表示深深的谢意，向

关心和支持学院教育事业发展的老同志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强调

在今后的工作中，一是思想上要高度重视，高度一致；二是行动上

积极配合，精诚团结，形成合力；三是责任上层层落实，敢于担当；

四是情感上倾心关爱，相互尊重。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院关工委） 

 

湘西州关工委来我院督查关心下一代工作 

10 月 21日,湘西州关工委督查组宋克湘、石利民来我院检查考

核关心下一代工作。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陈

杨晖等热情接待了州关工委领导，学院关工委副主任李成凤汇报了

我院关于开展创建‚五好关工委‛活动和关心下一代工作情况。督

查组通过听汇报、看资料、查现场等形式对我院关工委工作进行全

面的检查考核。督查组组长、州关工委执行主任宋克湘在讲话中指

出：湘西职院关工委工作卓有成效、富有特色、有所发展、有所创

新，是全州、全省、全国的先进集体，是我州的一个典型。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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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月份保靖召开的全州第七次关心下一代工作会上进行推介。学

院党委行政领导十分重视，队伍给力、组织健全、管理规范、成绩

相当显著。州关工委秘书长石利民对我院关工委工作概括为‚三个

高度‛、‚五个突出‛：即领导重视上升到战略高度，管理服务上

升到学院兴衰高度，倾注爱心上升到责任高度。一是突出了组织领

导工作，二是突出了以人为本，三是突出了主题教育活动，四是突

出了发挥‚五老‛作用，五是突出了经费保障。 

院工会主席，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陈杨晖在讲话中指出：十分感

谢湘西州关工委督查组的领导对我院工作的肯定、关心和指导。关

心下一代工作是我们党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低估。学院建

设发展日新月异与老同志的关心、理解和支持分不开的。加强关工

委工作是领导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要以服务为重点，进一步推进关

工委工作在新常态下持续发展，要切实做到老同志老有所乐、老有

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养。 

（院关工委）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关工委主任邬国盛一

行来我院考察交流关心下一代工作 

10 月 14日，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关工委主任邬国盛

一行 10人，就高校关心下一代迎检、评估工作来我院考察交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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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党委副书记、关工委主任曹义文，工会主席、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陈杨晖，关工委副主任李成凤，院长助理、关工委委员单新德等热

情接待对方，并全程陪同邬书记一行进行考察、交流。 

考察团首先参观了校园，随后在八楼书画院会议室举行交流座

谈会。座谈会由工会主席、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陈杨晖主持，院长助

理、关工委委员单新德介绍了我院关心下一代工作迎评估工作情况；

关工委副主任李成凤介绍了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开展情况。随后，

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关心下一代工作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和探讨，

会议现场气氛热烈。 

  

（院关工委） 

 

让孝道洒满校园 

—湘西职院国学社举办首届“重阳家书”活动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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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美德，引导学生了解和感受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10 月 9日

下午，湘西职院国学社在教学楼 B301‚道德讲堂‛教室里举办了首

届‚重阳家书‛活动。国学社指导老师龙丹青及百余名学生参加了

本次活动。 

活动中，龙丹青老师首先为同学们讲述了孝道的重要性，广泛

宣传了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随后，她组织同学们观看以

孝道为主题的视频《如果有来世，您做儿子我做爸》，视频中感人的

故事让现场同学不禁潸然泪下，充分激发了同学们尊老、敬老、爱

老的内在自觉。在观看完视频后，同学们现场分享观看视频心得。

在孝道歌曲《跪羊图》的不断回放声中迎来了活动最重要的环节，

现场书写家书。书写过程中，现场格外安静，同学们埋头书写，把

对父母的思念和感恩之情寄托在一封封的家书里，表达了对亲人的

感激、挚爱和祝福。这些家书将由国学社安排人员统一寄送到同学

们各自家中。 

  

本次活动既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是一次道德的洗礼，

通过活动使在场学生深刻感受到了‚百善孝为先，孝乃德之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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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含义，懂得了什么是孝道。尊老、敬老、爱老的情感被激活，

并深深扎根于学生心间。 

（院团委） 

 

点燃激情，让梦想起航 

——计算机系第二期素质拓展活动圆满结束 

10 月 21日，由湘西职院计算机系与深圳奋达网络教育集团联合

组织的为期四天三夜的第二期‚素质拓展‛训练营活动顺利结束，

同时，在学院 D 区会议室召开活动总结暨表彰大会，大会由计算机

系副主任孙卓主持。 

会上，奋达网络教育集团李琳带领全体师生一起回顾了整个活

动精彩瞬间；随后，计算机系学生科科长张奕为季军团队 16-3高动

漫 1班颁奖、授旗；学生处副处长颜涛为亚军团队 16-3 高软件 1班

颁奖、授旗；学生处副处长龙进宝为冠军团队 16-5高软件 2班颁奖、

授旗。最后，由龙进宝致辞，他对这次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

度的评价。 

此次训练以年级为单位、师生互动为方式、团队 PK为特色，教

练用入脑入心的演说，为学生注入成功者必备的理念，使他们获得

了终生难忘的体验。通过素质拓展活动的开展，帮助学生们学到了

如何坚定自己的意志，克服困难；学会了如何解决和处理学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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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掌握了团队合作的技能与技巧；懂得了感恩与

责任以及如何通过学习技能来改变命运。 

 

湘西职院计算机系与深圳奋达网络教育公司联合办学长达六

年。在这六年期间，计算机系与奋达教育集团开创了校企合作的新

局面，在创新校企合作模式上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是推进我院

职业教育发展的有效举措。 

（计算机系关工委） 

 

经贸系素质拓展训练活动开训 

2016 年 10 月 24 日上午 9 点，经贸系与校企合作单位深圳奋达

网络教育公司联合举办‚点燃激情 放飞梦想‛的素质拓展开训仪式

在 D 区报告厅成功举行。该活动为期 4 天 3 晚，学校领导陈杨晖、

系主任田芳芝、奋达网络教育公司的 11名培训教官及参加活动的该

系 2016级 350多名学生悉数到场，仪式由经贸系副主任张正君主持。 

仪式在威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之后，主抓学生工作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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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委员、工会主席陈杨晖做了开幕致辞，他首先代表院党委、院

行政向本次素质拓展活动的隆重开幕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此次活

动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参加此次活动的全

体师生致以亲切的问候！并激励学生不断提高综合素质，继承和弘

扬一代又一代职院人凝结而成的团结拼博、艰苦奋斗、争先创优的

精神财富，勇敢地迎接时代的挑战。 

接着，奋达教育公司培训团队队长李琳给同学们介绍了训练师

团队，讲解了此次培训的意义与目的并提出了培训的要求。 

随后，班主任代表和学生代表先后发言，向本次参训的同学们

分别提出以下几点倡议：在训练中要严格要求，积极参与，服从安

排，认真完成规定的各项任务。 

最后，系主任田芳芝宣布了此次素质拓展训练活动正式开始。 

 

希望同学们通过此次活动，能够陶冶情操，磨练身心，在困难

和挫折面前变得更加坚强与自信。 

（经济贸易系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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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系烹饪专业举行基本功期中考核 

10 月 18 号上午，16 中烹班在烹饪实训室西餐实验室进行了紧

张而激烈的面点基本功训练期中考核。由于烹饪专业中专班级学生

人数较多，考核采用分组进行，考查内容为中式面点基本功：和面、

饧面、揉面、搓条、切剂、擀皮，每位考生都分发 200 克的面粉，

在 30分中内完成 15个剂子和 15张水饺皮的制作。在操作完成之后

再在自己的考核作品旁边贴上自己的个人信息统一拍照留存评分。

在考查过程中，所有参考同学均能认真对待，互相评比，发现彼此

的优劣，相互学习，考核效果总体良好。 

  

通过此次考核，学生们深刻认识到了自己在平时训练上面的不

足和与其他同学的差距，纷纷表示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要更加努力，

更加勤奋。同时也为老师前段时间的教学做了个总结。 

（旅游管理系关工委） 

 



—— 10 —— 

 

 

 

 

 

机电系建筑协会举办年度表彰大会 

为了进一步推进专业建设，激励学生提高专业技能水平，10 月

19 日，机电工程系建筑协会在教学楼 B201 室召开 2015—2016 年度

表彰大会。指导老师向龙参加会议，并为获奖的会员颁奖。大会由

协会会长傅复超主持。 

会上，作为本届协会新任会长傅复超对一年以来的工作作了简

单回顾。指导老师向龙肯定建筑协会过来的一年所取得的成绩，他

指出，建筑专业学生一定要掌握扎实的专业本领，学会精益求精，

才能服务社会，他希望，会员充分利用建筑协会这个平台，不断提

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本次表彰分为高职组和中职组，分设一等奖一

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指导老师向龙、协会办公室主任刘

恋、执行部部长苏小明、财务部部长滕小云给获奖同学颁奖。 

 

本次会议通过对一年以来表现突出的会员进行表彰，激发了协

会成员相互比拼、力争上游的干劲，为新成员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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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 

（机电系关工委） 

 

交通工程系组织党员教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重要讲话 

10 月 25日，交通工程系组织党员教师开展集中学习，会上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征胜利 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并开展了讨论。 

 

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系主任汪学秋表示，80年前的长征，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在风雨如晦、惊心动魄中赢得胜利的，80年

后的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要把长征精神作

为时代灵魂大力传承和弘扬，用伟大长征精神，铸就新时代的灵魂；

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切实增强‚四个自信‛；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补足精神之钙，铸牢精神之柱，自觉做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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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切实增强‚四个意识‛；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推

动党的事业继续前进。 

             （交通工程系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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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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