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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关工委青少年普法教育宣讲团 

进入湘西职院开展专题普法宣讲     

2017 年 5 月 23日下午，由湘西州关工委副主任、州教育关工委

主任符家银带队，湘西州“关爱明天 普法先行”青少年普法教育宣

讲团进入湘西职院，就“预防电信诈骗和网络欺诈贷款”问题进行

专题普法宣讲。湘西职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关工委常务副主

任陈杨晖主持宣讲报告会，200余名学生代表聆听了宣讲报告。 

  

原湘西州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州青少年普法教育宣讲团成员

李新贵同志从“山东徐玉玉电信诈骗案”案例分析入手，剖析了电

信诈骗的类型、诈骗的方式方法、犯罪团伙成员的分工，以及电信

网络诈骗带给我们的社会思考。告诫青年学生：第一要增强社会抗

压能力，学会调节个人情绪，沉着泠静，珍爱生命；第二要经得起

住各种利益的诱惑，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第三要做到“三不一及

时”，即不轻信诱惑、不泄露个人信息、不转账个人资金、及时报案。

李新贵同志的专题宣讲联系大学生实际，通俗易懂，分析透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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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预防电信诈骗和网络欺诈贷款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湘西职院关工委副主任李成凤要求，参加专题普法宣讲报告会

的各系学生代表要带头学法、懂法、守法，并在全院学生中积极开

展普法宣传，自觉预防和抵电信诈骗、网络欺诈、网络借款在校园

的漫延。 

（院关工委） 

 

湘西职院关工委深入扶贫村  

与留守儿童欢庆“六一”国际儿童节 

湘西职院扶贫村凤凰县腊尔山苏马河村，是一个偏远的苗岭山

寨，地处腊尔山高地平台，与贵州松涛交界，全村有学龄前和一至

三年级留守儿童 132人。为让全村的留守儿童度过一个快乐的“六

一”国际儿童节，关工委的老同志提前谋划，制定方案，筹备慰问

物资和联欢游园活动奖品。 

5 月 27日，在气候宜人、鸟语花香的初夏时节，学院党委副书

记、关工委主任曹义文、副院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陈杨晖、副院

长姚斌带领关工委老同志，驻村工作队、学生处、院团委、应用外

语系的部分学生志愿者等一行 35人，来到苏马河村小学，与 132名

留守儿童、山村教师、部分村民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六一”国际

儿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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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问会上，姚斌副院长代表学院和驻村工作队致慰问词，向扶

贫村的留守儿童致以节日的慰问，向坚守偏远山区的小学教师致以

崇高的敬意。希望苏马河村的少年儿童幸福快乐地成长，成为家庭

里的好孩子，学校里的好学生，大自然的好朋友。留守儿童代表向

与会的学院领导和老同志敬献了红领巾。关工委老同志为 132名留

守儿童每人赠送了一套漂亮的校服。 

  

慰问会后，学院的青年志愿者与留守儿童举行了游园联欢活动。

本次联欢活动彰显了四个特点，一是留守儿童全员参与，改变了以

往少部分人表演节目的联欢方式；二是组队参赛，倡导团结协作、

奋力拼搏的精神，参与者有奖，获胜者重奖；三是联欢项目丰富多

彩，分别设臵了“我是小小搬运工”、“一二三木头人”、“爱的抱抱”、

“萌萌哒”、“气踩乐园”等五个项目，循环进行；四是奖品多多，

分学习用品、智力玩具、生活用品、食品饮料 4大类、30多个品种，

4000元奖品，印制了 1200张奖品，分别设臵了一张奖票至六张奖票

的兑奖区，留守儿童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所得奖票选择兑奖。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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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欢活动自上午 11 时开始至下午 1时，历时两个小时，在“气踩乐

园”的欢笑声中结束。  

湘西职院关工委开展“庆六一”慰问留守儿童活动，送精神、

送文化、送快乐、送爱心系列活动，使留守儿童在联欢中启迪智慧、

陶冶情操、增进团结、增强自信、获取知识、培养能力，让苗岭山

寨的留守娃山里娃们过上了一个快乐的节日。 

(院关工委)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原副院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钟健 

一行来我院考察交流 

6 月 6日，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原原副院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钟

健，学生处处长、关工委秘书长尹文秋一行 12人，就关心下一代工

作来我院考察交流。学院副院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陈杨晖，关工

委副主任李成凤，学生处长、关工委秘书长杨云热情接待。在参观

过程中，钟健主任对我院如此“大手笔”实施规划建设高度称赞，

对学院在短短几年筹集几亿元资金用于发展建设感到惊讶，对学院

的发展建设速度更是表示敬佩。 

参观结束后，在学院行政大楼七楼会议室举行交流会，李成凤

副主任介绍了我院关心下一代工作近几年如何从“纵深优化方向发

展，在落实细小细微出着力”工作方面开展的情况。随后双方就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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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关心的关心下一代工作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和探讨，会议现场

气氛热烈。 

  

（院关工委） 

 

机电工程系“心无旁骛、求知问学”主题演讲比赛暨

篮球赛征文比赛颁奖顺利举行 

5 月 16日下午，机电工程系“心无旁骛、求知问学”主题演讲

比赛暨篮球赛征文比赛颁奖活动教学楼大厅举行。学院关工委副主

任李成凤，学生处副处长颜涛，教务处专业建设科科长张依君，机

电工程系副主任孙彤、张俊丽，系关工委副主任欧阳盛梨，系学生

科科长彭凯出席本次比赛并担任评委。 

本次入围决赛阶段的十二位选手是从初赛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比赛在选手们慷慨激昂的演讲声中拉开帷幕，参赛选手们用自己真

挚的情感诠释了“心无旁骛，求知问学”的内涵，抒发出了对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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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求知的渴望，上演了一场思想与表达的精彩对决。演讲比赛结

束后，到场的领导嘉宾分别为之前结束的篮球赛、征文比赛和本次

演讲比赛中获奖的班级以及同学进行了现场颁奖。 

通过开展“心无旁骛 求知问学”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使大学生

进一步明确学习目标，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观念，

形成求真务实的价值品质，推进全系学风班风建设，营造勤奋好学、

求知善技的学习风气，呈现比、学、赶、超的崭新面貌。 

  

(机电工程系关工委) 

 

精准扶贫培养技术人才 吉利汽车牵手湘西职院 

5 月 17日上午，吉利控股集团人力资源中心高级经理林乃挺等

9 人来到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代表吉利控股集团与学院在 D区报

告厅举行了“成蝶计划”暨精准扶贫项目签约仪式。湘西州副州长、

州公安局局长王学武，学院党委书记谭吉慧，湘西州教体局相关负

责人及学院交通工程系 200名师生参加了本次合作签约仪式。仪式



—— 7 —— 

 

 

 

 

 

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宋清华主持。 

仪式上，谭吉慧首先对前来参加签约仪式的领导嘉宾表示热烈

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发展的吉利集团表示衷心感谢。她

指出，校企合作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需求，是促进学生成长

成才的有效途径，也是学院正在强力推进组建湘西现代职教集团的

重要内容。吉利集团是民族汽车工业的优秀品牌，是汽车专业学生

学习和就业的理想企业。本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到更加紧

密、更加高水平的阶段。她强调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进一步强化

开放办学意识，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坚定不移地走产、学、研

一体化道路。她深信在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心下，学院与吉利集团

的合作办学一定会取得成功，并将在培养优秀技能型人才的路子上

越走越畅，越走越宽。 

王学武对这次湘西职院与吉利集团的“成蝶计划”合作项目给

予了高度肯定，指出项目的实施对于振兴当地的经济、促进社会发

展、助推精准脱贫、同步实现小康具有重要意义。 

现场，湘西职院交通工程系主任汪学秋与吉利集团湖南吉利汽

车部件有限公司签订了《校企深度合作（成蝶计划）协议》。双方达

成协议，将在湘西职院开设两个“吉利汽车班”，每班约 50人，并

设立奖学金，优先安排学生到企业实习、就业；同时吉利集团还为

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学生提供助学金资助，其中，中职学生每年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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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高职学生每年 6000元，连续资助三年，以帮助贫困学子顺利完

成学业。 

签约仪式后，吉利集团向湘西职院授予了“人才培养基地”的

牌匾，并为学院捐赠了汽车、发动机等一批实训设备。此外，吉利

集团作为学院实习就业基地，还将为专业教师进修学习，学生实习

实训创造更多便利条件。吉利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能借助本

次签约，与湘西职院不断推进深度校企合作，并由衷期望通过积极

开展精准扶贫，帮助贫困家庭学子顺利完成学业，掌握实用技术，

找到理想工作岗位，实现帮扶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助推湖

南精准脱贫，担当企业社会责任。 

  

“成蝶计划”项目的成功签约，将推进学院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的持续发展，提高学院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增强学院服务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交通工程系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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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职院第十二届“5·25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如

火进行 

今年五月是湘西职院第十二届“5〃25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月”。

为使学院学生更多地了解心理知识，促进心理健康，5月 16日下午，

“5〃25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之“心海泛舟”趣味心理知识竞赛在

学院阶梯教室举行。此次活动由院学生会心理健康部承办，学生处

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老师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指导，学院八个系部

选派出的 32名选手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次活动共有三个环节，分别是必答题、抢答题和“你比我猜”。

必答题环节，主持人提出三个问题，每个系部每次派出一名选手进

行回答；抢答题环节，在主持人提问后，参赛选手通过吹气球的方

式，先将气球吹破的获得答题资格；“你比我猜”环节则由每个系部

派出两名选手，一名选手看到题板后通过肢体及言语提示，由队友

来猜出题板内容。活动气氛十分活跃，尤其抢答题环节，在嘭、嘭、

嘭的气球爆炸声中，选手从害怕到乐在其中，不断突破自己的心理

障碍，培养勇气；“你比我猜”环节更是将活动氛围推向了高潮，现

场欢笑声不断。 

经过三个环节的激烈角逐，应用外语系、生物工程系、旅游管

理系荣获本次趣味心理知识竞赛的优秀团体奖，应用外语系彭程、

经济贸易系吴诗瑶、民族艺术系符柳以及计算机系龙仙英同学获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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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优胜奖。 

  

本次活动不仅给同学们带来了欢乐，更是以竞赛的方式普及了

心理知识，提高了学生的心理素质，达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 

（院学生处） 

 

计算机系成功举办“心无旁骛  求知问学” 

主题演讲比赛 

5 月 23日计算机系在阶梯二教室成功举办了“心无旁骛，求知

问学”主题演讲比赛。此次比赛，由计算机系关工委主办，学生科、

团总支承办，并得到了系部领导及广大师生的大力支持。同时还邀

请了学院关工委负责人李成凤同志和计算机系特邀党建组织员罗时

勇同志莅临活动现场, 担任比赛评委。 

比赛中，选手们不负众望,各显神通，用他们那慷慨激昂的语言

从各自的角度讲述了对“心无旁骛”的理解，更通过他们丰富的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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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语言和真实情感的流露，博得了台下观众阵阵掌声，将现场的气

氛一次又一次推向了高潮。 

比赛得到了关工委负责人李成凤同志高度评价，一是对计算机

系关工委工作认真，关心一下代，注重学生的培养进行充分肯定；

二是对参加本次比赛的选手们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较高的演讲

水平，积极向上和一心求知的学习态度进行点赞。 

本次活动，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坚定了同学们在求学道

路上的信念，为立志做符合时代需求的新青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计算机系关工委） 

 

经济贸易系举办第五届拔河比赛 

为了配合学院 5.25 心理活动月活动，培养同学们的团结意识，

增强班级凝聚力，我系于 2017年 5月 16日在学院实训楼篮球场举

办了第五届拔河比赛，系部在校的 34 个班级均积极组队参赛，经过

两天的轮回比赛，于 5月 18日进行了最后的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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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场上，选手们个个豪情满怀，团结一心，紧紧抓牢手中的绳

子，齐心协力往后拉。摔倒了，手中的绳子绝不会放手；鞋掉了，

打着赤脚继续拔；手破了，也丝毫耽误不了比赛，为了集体的荣誉

紧咬牙关坚持着。赛场边，热情的观众在一旁呐喊助威。两队选手

你来我往，场面十分激烈。   

  

经过一轮又一轮激烈的角逐，最后 16-3电商 1班勇夺 A 组第一

名，15-3会计 3班荣获 A组第二名，15-3电会 2班喜获 A组第三名，

13-5电会 4班获 A 组第四名，16中电会勇夺 B组第一名，16-5电商

1 班荣获 B组第二名，16-5电会 3班获 B组第三名，15-5电商 4班

获 B组第四名。 

（经济贸易系关工委） 

 

民族艺术系举办说课比赛 

为了更好的促进教师们相互交流与学习，共同提高课堂教学质

量，加强教学实践，优化教学过程，民族艺术系于 5月 23日在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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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B201多媒体教室举办教师说课比赛。出席本次赛事并作为评委的

领导教师有湘西职院教务处副处长吴娟，民族艺术系服装专业教研

室主任洪武凤、民族艺术系教学主任张绪胜等，参加本次比赛的选

手均为 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共计 16名。 

  

参赛选手按照抽签顺序依次进行，比赛过程中，参赛教师充分

展现了自己的教学水平，先进的教学理念、新颖的教学方法、详实

的内容、精美的课件以及富有个人特色的演说，显示了我系教师良

好的教育教研能力和专业素养。 

赛后教务处副处长吴娟对本次比赛做了总结，既对我们本次说

课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同时又为我们的不足提出了宝贵意见。她说：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说课比赛，从精美的 PPT制作不难看出每位

参赛选手精心准备。在制作方面我们还需要采用多元化的表现形式，

使 PPT版式更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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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青年教师们的说课比赛，不仅促进了我系老师在教学

专业能力上的提升，大力推动了我系师资队伍的建设。同时也看到

了我们的不足之处。 

（民族艺术系关工委） 

 

大山飞来金凤凰 

 5 月 9日—11日，由学院旅游管理系王小平、田红玉、刘芳、

张金原老师组成的专家组，深入湘西州财政局精准扶贫村——古丈

县红石林镇列溪村，为该村打造乡村游提供全方位的技术培训，助

推湘西全域旅游大发展。 

来到了该村，专家组一行首先实地察看了道路建设、特色民居

改造和拟建村民文化广场、游客接待中心等项目选址，了解了特色

民居保护改造和旅游、烟叶、茶叶等产业规划与开发情况，一致认

为列溪村区位好、基础好、资源好，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全村加快

脱贫、奔小康极具发展潜力。 

在随后的三天时间里，田红玉、刘芳、张金原三位老师分别从

食、宿、行、游、购、娱等方面对村民进行了发展乡村旅游的理论

讲解和实践指导。多年来，三位教师立足讲台的同时，经常深入湘

西各大旅游公司、乡村开展调研和指导工作，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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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本次准备充分，培训内容针对性与实用性强，通俗易懂，村民

们学习积极性很高，培训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培训结束后，村民们高度认可此次培训对他们的帮助与促进作

用，希望学院以后多开展类似送教下乡培训活动，村民们都说这里

引来了金凤凰。 

（旅游管理系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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