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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召开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 

3 月 14日下午，在就业中心大厅召开 2017年关心下一代工作会

议。院党委副书记、关工委主任曹义文，副院长、关工委常务副主

任陈扬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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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部关工委主任、副主任、学工人员、教学督导、校

风校级督察组老同志以及受表彰代表共 52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副

院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陈扬晖主持。 

  

会上，学生处长、关工委秘书长杨云宣读了表彰决定，对先进

集体、先进个人进行了颁奖。会上关工委副主任李成凤对 2016年度

工作做了总结，并对 2017年工作进行了部署，最后，院党委副书记、

关工委主任曹义文做了总结性发言。他充分肯定了院关工委工作，

指出 2016年关工委工作成绩显著，呈现出常态化、制度化、精细化、

特色化的鲜明特点，对下一步工作，他强调：一是要进一步提高对

关工委工作认识；二是要充分领会会议精神；三是要找准定位，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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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发挥自身独特作用；四是要加强交流、用理论指导工作实践；五

是要注意创新，协同共进。 

(院关工委) 

 

学院召开编撰《湘西职院关工委志》审稿座谈会 

3 月 3日上午，学院关工委在行政办公大楼七楼会议室召开关工

委志审稿座谈会。院党委副书记、关工委主任曹义文，副院长、关

工委常务副主任陈扬晖，院关工委副主任杨建平、胡和生、阳兴开、

李成斌、段世强、符华西、李成凤出席会议，学院五老同志等 14人

参加了会议。本次座谈会由院党委副书记、关工委主任曹义文主持。 

座谈会上，听取了《关工委志》撰稿人李成凤、单新德就撰稿

筹备，年度起始、章节设置、编写过程等工作情况汇报与会老领导

就《关工委志》的内容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了宝贵意见。曹义文

主任对编撰工作表示认可，同时强调三点要求：一是坚持正确的方

向，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服务青少年的思想道德

建设，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二是立足发挥“五老”作用，调动和

发挥老同志的智慧和力量；三是真实全面反映学院关工委的工作情

况，总结过来的成就和经验，发挥好志书的“存史、资政、育人”

的作用。 

会议还就关工委志的内容视角、栏目版式、宣传等方面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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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和探讨。副院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陈扬晖强调从三方面着手

编好关工委志：一是准确站位，紧密结合关工委工作进展，热点、

难点、同频共振，做好关工委志编撰；二是撰写成精品、聚焦受群

众体关切的内容，较全面、客观记述历史，提现出职院的特色；三

是做好送审工作，扩大影响。根据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编委

会将进一步完善和修订。 

（院关工委） 

 

机电工程系“雷锋月”系列活动暨“尊师重教”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正式启动 

在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 54周年来临之际，

为大力弘扬和培育新时代雷锋精神以及尊师重教优秀美德，3月 1下

午，机电工程系在学院中心广场隆重举行“雷锋月”系列活动暨“尊

师重教”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启动仪式。 

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陈扬晖出席本次活动，机电工程系主任

罗燕、宣传处处长彭继林、院团委书记王丹子、思政部主任熊谟菊、

学生处副处长龙进宝、机电工程系副主任孙彤、黄毅、张俊丽等与

现场 400 余青年学生共同参加整个启动仪式，仪式由机电系学生科

科长彭凯主持。 

活动现场，机电系团总支书记吴伟老师宣读“雷锋月”系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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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尊师重教”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方案。来自 15-3高建筑 1班的

学生代表彭耀桦同学向全系同学发出倡议，号召大家争做雷锋精神

的传承者，争做文明新风的倡导者。随后，学院宣传处处长彭继林

深刻分析了新形势下开展学雷锋活动的现实意义，并向全系广大师

生就如何弘扬雷锋精神、如何做好尊师重教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明

确的要求。最后，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陈扬晖宣布活动正式开始。

现场师生纷纷在“雷锋月系列活动暨尊师重教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长卷上签名，并表示要争做新时期的活雷锋和尊师重教的践行者。

启动仪式结束后，机电工程系组织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在全校范围内

进行卫生死角大清除。 

  

机电工程系经决定在 3 月份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雷锋月”系列

活动暨“尊师重教”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活动将利用宣传窗、黑板

报等宣传阵地，加大对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宣传；开展尊师重教、文

明礼仪活动；活动结束进行总结表彰，对在活动中表现突出的班级

或个人给予表彰并评选出“学雷锋先进集体”、“尊师重教先进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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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雷锋标兵”。 

  

（机电工程系关工委） 

 

我校藏族学生喜迎 2017藏历新年 

五彩的哈达、洁白的面粉、富有藏族特色的歌舞，以及街舞协

会活力激情的舞蹈表演，藏族同学欢庆藏历新年。2 月 25 日是藏族

人民的传统佳节——藏历火鸡新年，生物工程系于 2月 25日晚 19:30

在青年教师活动中心及二食堂为 60名藏族学生举办了隆重的欢庆大

会。副院长陈扬晖、保卫处处长高继明、院团委书记王丹子、系主

任陈继富及系部老师们出席本次晚会，与同学们共度新春佳节。 

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同学们兴奋不已，幸福的笑容挂在

每一位藏族同学的脸上。他们身穿色彩斑斓的民族盛装，手捧洁白

哈达，与前来联欢的领导及老师们互祝吉祥。晚会上，陈扬晖副院

长为同学们送上新年寄语，祝藏族同学们在藏历新年来临之际，新

年快乐阖家幸福，“洛萨扎西德勒”。同学们则用精心准备的歌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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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为在场所有观众带来节日的欢乐和祝福，街舞协会也带来了活

力四射的街舞为同学们献上新年的祝贺。 

晚会结束后，同学们邀请领导及老师们共同品尝他们精心制作

的传统美食——“古突”，各位领导还与同学们共同跳起了锅庄舞，

将庆祝晚会喜庆的气氛推向高潮。欢声笑语，一派喜气洋洋。 

“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人在外过新年，没想到节目这样精彩，

还能和这么多同学一起庆祝新年的到来。”16-3高园 1班旦增卓嘎异

常兴奋地说到，“我们在学校生活得非常开心，老师给了我们许多关

怀，舒适的学习环境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藏族的服饰真是太漂亮了，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过。”在场观

看的其他同学及附近的教师家属还和藏族同学们亲切交谈，询问西

藏过新年的习俗。 

  

（生物工程系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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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专业别开生面的教研活动 

3 月 14日下午，旅游管理系烹饪专业教研室全体教师进行了一

次别开生面的教研活动。 

此次教研活动的主题是围绕《湘西特色菜肴》校本教材开发工

作而进行的菜肴制作研发探讨：由实训指导教师龙吉军和石冬云分

别制作出湘西特色菜肴“汆汤嫩豆腐”和“干烹泥鳅”，全系教师现

场观摩菜肴的制作过程并进行品尝，然后就菜肴的制作过程和口味

特点开展讨论。讨论中，老师们畅所欲言，大家并结合各自的实践

经验，结合相类似的菜肴进行对比，提出很多教改意见。 

通过这些别开生面的教研活动的开展，不仅使校本教材的开发

任务如期推进，同时也促进了全体专业教师们之间的交流，增进了

感情和契合度，对教师业务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提升起到了极大

的促进作用。 

  

（旅游管理系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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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外语系举行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 

2017 年 3 月 7 日，浙江企业家毛林军、高金旺、邱光林等一行

四人来到我院，对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品学兼优，家庭条件贫困

的学生进行了爱心助学金发放。参加本次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的有：

我院陈扬晖副院长、学生处长杨云以及我系王树龙副主任和被资助

对象粟琴瑶等四名同学。 

  

在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上陈扬晖副院长代表学院致欢迎词，就

毛林军等企业家对本次爱心助学金的资助表示感谢，并对粟琴瑶等

四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做了鼓励，要求她们更加努力地学习，用优异

的学习成绩来感谢爱心企业家。随后，企业家代表毛林军先生也发

表了讲说。他希望这样的社会公益活动会越来越多，争取让那些学

习成绩优异的同学，不用在学费及日常生活中所需资金而发愁，并

鼓励粟琴瑶等同学更加刻苦地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在

仪式的最后，被资助同学代表粟琴瑶发表了谢语，并且保证会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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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地学习，将来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来感谢曾经资助过她们的

企业家。 

（应用外语系关工委） 

 

民族艺术系教师集体学习《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2017 年 3 月 7日下午两点，民族艺术系全体教师在图书馆 6楼

传习所召开《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式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的学习讨论会。 

会议伊始，李巧云主任就文明绩效考核的方案进行了详细的解

说，字里行间传达出李主任对教师们工作的肯定，同时又对教师们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人民教师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传道受

业解惑，严格要求自己，团结一心、振奋精神、开拓进取、扎实工

作，为学院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接着，系党支部书记熊智就《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式下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做了三个方面的论述：第一，对《意见》的重

要意义与总体要求进行了详细的解说；第二，我们在工作、生活中

该如何贯彻《意见》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第三，党员同志们要

深学细悟以《意见》为根基，严以治教、严以治学，切实把教学任

务做好，把学生管好，无愧于教师这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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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大家纷纷表示，今后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强烈的求

知欲和积极的进取精神，严格遵守学院各项规章制度，立足岗位职

责，不断加强学习，增强党性修养，提高综合素质，以更加饱满的

精神做好本职工作。 

  

（民族艺术系关工委） 

 

经济贸易系举行雷锋月活动启动仪式 

3 月 7日下午，经济贸易系团总支全体团干和班级志愿者在学院

中心广场举办了“弘扬雷锋精神，争当爱心先锋”雷锋月活动启动

仪式。 

本活动共有 17个班级，100多名代表参加，我系张正君副主任

出席讲话，张主任向广大师生们阐述了学雷锋的重要意义，号召全

体师生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雷锋同志学习，同

时宣布雷锋月活动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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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志愿者以五人为单位，来到了此次义务劳动的地点---教

师住宅区，因部分教师住房无人居住，导致楼道灰尘堆积，志愿者

不怕脏苦，积极参与，团结合作，相互配合，将楼道打扫得干干净

净。此次活动的开展，对于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环境保护意识和主

人翁家园意识，构建和谐校园、绿色校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大力弘扬雷锋奉献、互助、刻苦、朴素

的精神，充分调动了我系学生学习雷锋精神的积极性。让同学们对

雷锋奉献精神的实质还有了更深的体会和理解。同学们纷纷表示：

在今后的生活中，在校园内外，将会更加积极地学习和弘扬雷锋精

神，发扬新一代青年大学生应有的风格和品质，在校园中营造崇尚

雷锋、学习雷锋、争做雷锋式好学生的良好风气。 

（经济贸易系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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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 “点燃读书激情，共建书香系部” 

读书活动正式启动 

为了贯彻落实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激发教师与青年学生

读书热情，培养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引导学生积极健康地成长，

开阔视野，坚定理想信念，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推进学习型系部

建设。3月 14日下午，计算机系在学院 D区多功能报告厅举行了“点

燃读书激情，共建书香系部”读书活动启动仪式，200余名师生参加，

计算机系主任宋武同志主持仪式。 

会上，计算机系分管学生副系主任孙卓同志宣读活动方案，田

维老师代表计算机系教师发言， 15-3高动漫 1班吕伟学生代表发言，

学院副院长姚斌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活动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专业书籍等为主要内容。以分班级进图书馆阅读，“阅读伴成

长”黑板报评比，主题班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征文比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演讲比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识抢答赛等形

式开展。   

会上姚斌副院长认为本次活动方案主题鲜明，内容集中，形式

多样。同时对全系师生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乐于读书，在书中找

快乐；二是要勤于读书，要坚持读书；三是要善于读书，分清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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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善美，吸取书中的正能量。 

最后，系主任宋武同志要求全系师生努力落实本次活动方案，

为建成学习型系部，书香系部作出应有的贡献。 

  

（计算机系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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