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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要闻

校党委书记罗慧率队调研脱贫攻坚帮扶工作

9 月 28 日下午，校党委书记罗慧率党政办、组织部负责人到我

校帮扶村——隆昌市金鹅镇五星村、永星村调研，查看脱贫攻坚工作

情况，看望我校两名驻村“第一书记”。

调研中，罗慧一行先后与金鹅镇和五星村、永星村干部进行座谈

交流，了解硬件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现状、贫困户结对帮扶等脱贫攻

坚情况，并分别听取了“第一书记”郑梅、罗庆新工作开展情况和今

后工作打算汇报，与镇、村干部和“第一书记”共同研究和探讨脱贫

发展思路。金鹅镇党工委副书记罗世银代表金鹅镇党委政府对我校的

大力帮扶表示感谢，他说，五星村、永星村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实质

性进展，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百姓收入有了明显提高，希

望下一步在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城乡共建等方面与我校通力合作，

早日脱贫摘帽，建设民富村美新农村。罗慧表示，学校党委高度重视

脱贫攻坚工作，作为帮扶单位，我校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帮扶

村大力支持。我校驻村干部要加大工作力度，增强桥梁纽带作用，拓

展帮扶面，把村里的需求和建议反馈给学校。学校将以购代捐，采取

订单式的生产方式，购买两村农副产品；发挥智力优势，对外向社会

开放实训室、绘本馆，共享教育资源，让五星村、永星村及更多邻近

村镇的儿童、老百姓受惠。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开展,助推了我校评

建工作向更高质量发展。



我校隆重举行祭孔典礼暨校庆日活动

9 月 28 日是至圣先师孔子的诞辰日，也是我校第 86个校庆日，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上午，我校在

孔子广场隆重举办祭孔典礼暨校庆日活动，祭拜中国伟大的思想家、

教育家孔子，表达对这位伟大先哲的怀念和敬仰。全校师生、校友代

表近 8000 人参加典礼。党委委员、宣传部长许斌主持典礼！

上午八点二十分，会场庄严肃穆。鼓乐声起，72 名学子身着汉

服，慢步走进会场，他们代表着孔子的 72名优秀弟子。19名学子表

演了精彩的祭孔乐舞，舞蹈采用 “六俏”的形式，展现了孔子思想

和儒家精神中的“礼”、“德”文化。

身着正装、佩戴祭孔专用黄色绶带，党委书记罗慧、校友曾建华、

学生余熙分别率教师代表、校友代表、学生代表向孔子像敬献花篮，

并行鞠躬礼。

教学名师代表杨轲诵读祭文，展示了孔子重要的做人、治学、为

政思想，并且结合我校实际，勉励师生继承师表文化，完善自我，为

建设一流幼专，为中华复兴努力奋斗。全体师生齐声诵读《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朗朗的诵读声

响彻校园。

随后，全体师生面向万世师表孔子行“天揖礼”，一拜孝亲尊师，

二拜自强不息，三拜厚德载物，四拜精忠报国，五拜共祝复兴。全体

学生向老师鞠躬行敬师礼：一敬，为人师表；二敬，诲人不倦；三敬，

桃李满门。全体教师和校友向学生回礼。

祭祀孔子是传承中华文明的薪火、是聆听先贤的殿堂，此次祭孔

典礼，让师生们感受到了古礼的厚重与庄严，礼乐文化的星火与传承。



师生们表示作为今日之师以及明日之师，要传承中华民族的伟大精

神，秉承“两代师表，仁爱笃行”校训，继承中华优良传统，弘扬中

华美德，励精图治，众志成城，继往开来，努力开创川南幼专更加美

好的明天。

此活动的召开，为夯实学校“师表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育人环境

特色打造和评建工作增添了新的浓墨重彩。

我校召开《形势与政策》集体备课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

建设的若干意见》和《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

等文件精神，9 月 27 日下午，我校召开《形势与政策》集体备课会。

校级领导、相关处室、系部负责人，以及思政教学部全体教师参会。

会议由思政教学部副主任严涛主持。他总结了近三年校系领导干

部上思政课的情况，并分四个专题就本学期《形势与政策》课程开设

作了介绍，并解读了本学期《形势与政策》课程安排、备选专题、上

课要求和考核方式。

与会人员围绕如何上好形策课，结合教学实际进行了交流讨论，

畅谈了授课体会。

最后，罗慧针对存在的问题，就上好《形势与政策》课提出了三

点要求：一是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明确责任，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是强化落实，讲好每堂课，讲精彩每堂课。三是加强领导，严格管

理，统筹推进，把形策课建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课程，

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



《形势与政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

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会议的召开是学校思政课程建设规范的常态化工作，为评建工作

中其它课程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引领。



 协同育人

我校与资中县校县合作

共建教学科研、实践教学基地授牌仪式 在资中举行

为深入推进校县合作协议，9 月 26 日下午，我校与资中县人民

政府校县合作共建教学科研、实践教学基地授牌仪式在资中县举行。

内江市教育局副局长黄霞，资中县委书记曾廷富、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王冰、副县长张文彬、政协副主席李亚如，校党委书记罗慧，党

委副书记、校长田承春，副校长曾祥琼以及资中县相关部门负责人、

各镇中心学校校长、幼儿园园长和我校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揭牌仪

式。

仪式上，参会领导首先为我校“教学科研基地”和“实践教学基

地”：资中县水南二幼、重龙一幼、重龙二幼、重龙三幼、重龙五幼、

水南一幼授牌。

曾廷富在致辞中说，川南幼专带着真情厚意为资中的六所幼儿园

授予“教学科研基地”和“实践教学基地”牌子，伸出了推动资中县

学前教育发展的温暖双手，他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学校表示衷心的感

谢。他说两个基地的授牌是落实校县合作协议的具体体现，也是川南

幼专对资中学前教育的厚爱。他希望六所幼儿园要知恩奋进，以此为

新的起点和动力，在教学科研上当好排头兵，在教学实践上争创实干

家，结出一个又一个硕果。同时，要以两个基地的挂牌为契机，扎扎

实实推进工作，通过示范作用，推动全县幼儿教育和教育事业取得更

大的成绩。



田承春代表学校对市教育局、资中县四大班子和各级部门对此次

授牌仪式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提出教育是国之大事、党之大事，两个基地的挂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讲话的具体践行。田承春说学校和资中县具有深厚文化之缘和

人脉之缘，我们有理由把今后的合作落实好、实践好。他希望被授牌

的六所幼儿园和学校一起共同进步，共同发展，把幼儿教育办好，推

进幼有所育目标的实现。

水南镇第二幼儿园园长夏琳代表授牌的六所幼儿园作表态发言。

她表示六所基地幼儿园将与我校一起建立教育科研和实习合作制度，

共享教育教学资源，为教师成长幼儿成才搭建平台，一定竭尽所能为

我校实习生提供良好的实习环境，为提高全县学前教育科研水平做出

贡献。

随着各类基地的授牌和县校合作的开展，标志着我校人才培养迈

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对接，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

才，助力学校的快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汇聚校友智慧 共商人才培养大计

再叙师生情谊，共谋学校发展。9 月 28 日上午，我校围绕“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主题组织召开校友代表座谈会，共庆母校生日，展

现川南幼专新风采，助推学校发展取得新突破、再上新台阶。

本次校庆日邀请了隆昌市教育局教研员杨梅、重庆百慧幼儿园园

长曾建华、隆昌市大南街小学特级教师雷珍、泸州天立幼儿园副园长

梁雁等 16名校友回校。校友座谈会分别由各个系组织召开，各系主

要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参会。



座谈中，各系负责人对校友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学校

办学思路、办学目标、近年来办学成就、师资队伍建设、学生培养等

情况。会上，校友们从教学质量改革、实践教学管理、课程建设、师

资队伍等方面就如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言献策。教研员杨梅指出，

要以特色专业课程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重视与区域社会及产业的合

作育人，进一步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学校教育教学高质

量发展。特级教师雷珍说，学校要打造一流的教学、科研、师资队伍，

狠抓师德师风建设和常规教学；学生以学好专业知识为前提，广泛拓

展兴趣爱好，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泸州天立幼儿园副园长梁雁说，面

对严峻的就业竞争，要更加注重专业技能训练，努力培养一专多能、

综合素质更加全面、就业能力更高、创业意识更强的毕业生，她愿意

为学弟学妹提供更多的实习和就业的岗位。

互动交流环节气氛活跃，校友们畅所欲言，讲述自身成长经历，

分享学习心得和工作经验，并鼓励同学们要勤奋学习知识和专业技

能，励志成长成才，回报社会。同学们纷纷表示，聆听了学长学姐们

的教诲深受启发，加深了对专业的认识和对就业前景的了解，明确了

未来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座谈会后，重庆百慧幼儿园园长曾建华在第一学术报告厅举办了

“男性幼儿教师的责任与魅力”专题讲座，结合社会实践经历与同学

们探讨了幼师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现实原因和男幼师职业前景，深入

分析了男幼师参与学前教育的优势，让大家充分感受到学习专业知识

的紧迫感和作为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人才培养是学校发展的根本，培养出适合社会发展占的人才是学

校发展的根本。邀请校友回校，献身讲解，能够让同学们对自身今后



的发展和规划有更清晰的目标和方向，也是评建工作服务社会的具体

体现。

丹麦安徒生国际幼儿师范学院院长董瑞祥到我校考察交流

9 月 26 日，丹麦安徒生国际幼儿师范学院院长董瑞祥应我校邀

请前来洽谈合作。

上午，校长田承春主持召开了合作洽谈会，副校长曾祥琼及合作

交流处、教务处、科研处、学前教育一系、学前教育二系负责人参加。

田承春代表学校对董瑞祥院长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学校办

学的基本情况及合作交流的基本思路。董瑞祥介绍了丹麦的社会基本

情况及幼儿教育情况，并表示愿意利用丹麦及国外的优质幼教资源大

力支持学校走向国际化发展道路。会上，双方就教师、学生到丹麦短

期交流学习，丹麦学生到我校访问交流进行了磋商，并提出了可行性

方案。

下午，董瑞祥院长在学术第一报告厅给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上了

“丹麦幼儿教育简介”主题讲座。董瑞祥院长简要介绍了中国幼儿教

育事业的发展，对中丹学前教育进行了对比，并结合生动案例阐述了

中国与丹麦教师在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等方面的异同，如何将丹麦优

秀的幼儿教育理念与中国的实际教育情况结合起来，促进国内的幼教

事业发展。董瑞祥院长诙谐幽默的语言，引发了大家对自身学习的反

思和对未来教育憧憬。此次交流也是学校协调育人和评建师资“请进

来”的具体工作举措，增长了师生对发达国家学前教育现状了解的国

际化视野。



 评建进程

“迎评促建”冲刺攻坚倡议书

全体师生员工：

2019 年 1月 1日，学校将迎来四川省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

作评估。这次评估是对学校教育教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整体办学

实力的全面检验，更是学校事业提速发展的重要机遇，事关学校长远

发展，也事关每一位师生切身利益。当前，迎评促建工作进入冲刺攻

坚阶段，校兴我荣，校衰我耻，作为“川南幼专人”，应该秉承学校

的优良传统，和衷共济，众志成城，奋力拼搏，努力为学校迎评促建

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在此，向全体师生员工发出以下倡议。

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当好迎评促建主人翁。迎接省高等职

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是学校当前最重大、最核心的工作任务，是

必须打赢的一场“硬仗”，全校上下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

责任感，以认真做好迎评促建工作为己任，以优异的工作成绩和良好

的精神风貌备战评估，全身心投入迎评促建各项工作中，当好迎评促

建主人翁。

二、勇于担当，甘于奉献，争当履职尽责排头兵。人才培养工作

评估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关系到学校工作

的每个岗位，任何一个环节掉队，都将影响到学校整体评估结果。领

导干部要主动担当作为，发挥好以上率下的表率作用。广大党员要进

一步提高党性觉悟，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全体教职员工要立足本

职岗位，恪尽职守，勇于担当，甘于奉献，争当履职尽责排头兵。教



师要认真上好每一堂课，管理人员要办好每一件事情，服务保障人员

服务好每一位师生员工，用良好的教学质量、科研成果、工作业绩、

服务成效展现学校的良好形象。

三、主动作为，团结协作，做务实高效的行动者。人才培养工作

评估是对学校的全方位检阅，需要广大师生积极参与、主动作为，任

何人都要置身其中，任何工作都要围绕评估展开。迎评促建工作的顺

利开展需要统筹安排，需要各单位、各部门的精心组织、密切配合、

具体落实。全体教职工要准确把握评估工作的精神内涵，吃透评估指

标体系，明确迎评工作的目标任务，自觉行动、团结协作、奋勇争先，

努力做务实高效的行动者，优质高效地完成评估相关工作任务，坚决

打赢迎评促建攻坚战。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让我们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同

心同德，齐心协力，真抓实干，拼搏奉献，全面提升工作效率，切实

加快发展步伐，为决战决胜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推动学校事业实现新

发展新跨越作出积极贡献！

学校迎评促建进入倒计时

我校召开迎评促建攻坚冲刺阶段推进会

当前，迎评促建工作进入冲刺攻坚阶段,为进一步推进评建工作

开展，打好迎评促建攻坚战，9 月 29 日，距离我校人才培养工作评

估倒计时还有 93 天，我校召开迎评促建攻坚冲刺阶段推进会。评建

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评建办、中层及后备干部、专业带头人、教

学名师、教研室主任、实践教学管理中心及各实训基地负责人等参加

会议。评建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副校长曾祥琼主持会议。



会上，评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校长田承春作后期重点工作部署。

他指出，评建办和各系要认真开展平台数据填报，高质量完成校系模

拟评估；专项组责任领导和相关责任部门要认真梳理、完成项目任务，

按时整理报送评建支撑材料；评建办严格督办，切实推进任务落实。

评建领导小组组长与评建工作专项组责任领导、评建工作专项组

责任领导与责任部门负责人分别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评建领导小组组长、党委书记罗慧作总结讲话，她代表学校党委

行政向全校师生再次发出动员令和号召：迎评促建工作到了最关键阶

段，全校上下要高度重视，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

评建结合，重在建设”方针，打赢打好迎评促建攻坚战。她强调：第

一，学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是落实“幼有所育”向“幼有优育”迈进，

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省委、市委发展战略举措的具体实践。第二，

做到党政同责，师生同心。全体干部、教职工要层层签订责任书，让

评建工作深入人心，落实到位，对失职、失责、推诿的要进行问责。

第三，不做等待者，不做观望者。把“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贯彻落实到迎评促建工作中，树立质量意识。第四，突出重点，“弹

好钢琴”。一切围绕评估，一切服务评估，一切保障评估，让“马上

办、立即改”真正地落到实处。全校上下形成一条心，一盘棋，要有

信心、有勇气、有举措，发挥优势，弥补不足，以优良的成绩顺利通

过评估。第五，“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学校美好的明天要靠大家去

奉献、去奋斗，学校发展好，我们的事业和生活就有平台和依靠，要

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然有我”的精神做好学校评建工作。



我校教师获省优秀教育科研成果奖

近日，由四川省教育学会主办的四川省第十八次优秀教育科研成

果评选揭晓，我校有 2 项科研成果获奖。

据了解，此次评选，全省部分高校、研究机构以及中小学、幼儿

园共有 1624 项成果进行了申报，共评出一等奖 43项，二等奖 71项，

三等奖 155 项。

我校教师夏蔚的科研成果《幼儿园中班语言领域集体教学活动质

量评价——基于对 10次录像课的分析》获一等奖。该项成果立足于

探讨幼儿园中班语言领域的集体教学质量现状，分析目前中班语言领

域教学活动存在的问题，找出有效的解决措施，从幼儿园教学效果的

追寻出发，反思当前幼儿园语言教学的方式和效果，提出相应的对策

与建议，对幼儿园语言领域集体教学活动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同时，我校教师郑永鑫、曾祥琼、朱海鸣的科研成果《川南地区

农村学前儿童体能课程实施现况调查与研究》获得三等奖。

教学是一所大学的立校之本,科研则是一所大学的强校之本。不

断加强我校的科研创新能力，对学校后期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工作将会

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系部评建快讯

一、思政教学部

组织教师学习了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持续开展常规巡课和推门进

课堂听课，督促老师们教学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继续汇总整理部门评

估相关资料；完成了 2018 年秋季学期各门课程实践教学规划、课程

标准和本期教学进度及授课计划上交、教案检查、大专年级《形势与

政策》课《中美贸易摩擦辨析》专题教学等工作；组织 17 级学生代

表到毛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纪念馆开展实践教学；开展了主题党日活

动；召开了 2018 年秋季学期《形势与政策》课集体备课会；参加学

校迎评促建攻坚冲刺工作推进会。

二、学前教育一系

开展政治学习，学习了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开展了党员发展工作、“非遗进高校”专题讲座、助学金注册和

先进集体以及学生个人推优审核、缺课教师、职员兼课以及外聘教师

任课情况统计等工作；完成了本学期补考成绩的录入工作、2016 级

学生跟岗实习指导、校级奖学金的考评推荐工作；开展“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树良好师德师风”主题党日活动，并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召开了人才培养工作座谈会、评建工作推进会；开展

了“男性幼儿教师的责任与魅力”专题学术讲座、2017 级教师资格

证国考讲座、“双师型”教师认定、申报 2019 年拟招生专业、“丹

麦幼儿教育简介”专题讲座、2018 级入学教育、CET-4 报名等工作；

完成了专业选修课各项工作、2016 级补考安排、2016 级学生就业系



统信息填报、2017 级 SYB 意向性培训数据上报、2018 级学历提升数

据上报工作、三会两制一课会议记录上报、安全隐患排查等；做好“高

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准备工作；完成

了 2017-2018 年度校级奖学金、先进集体和个人评定、复查、公示等

工作及贫困学生资助。

三、学前教育二系

开展业务学习，学习了《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等文件；继续整理评建资料；开展了计算机考

试、网络选修课选报、教学助理填报及面试、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

报名等工作；按照课程计划及任务，完成了 2015 级特色班选修课安

排、2015 级钢琴（一）专业选修课务安排、2015 级早晚能训及晚自

习安排、 2015 级学生军训等工作；开展了新老教师“结对帮扶”，

指导新教师做好上课前准备；迎接学校内部人才培养评估工作检查,

开展了专业剖析、教师课程说课、师生深度访谈、推门进课堂等系列

评估工作；完成了 2018 年立项校级课题开题报告会、推普周活动资

料上报、2014 级补考数据录入；开展了师生座谈会、2014 级及 2015

级形势与政策讲座、“红歌比赛”；组织 2015 级学生核对学信网信

息。

四、三系

开展政治学习，重点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国教

育大会精神；开展了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审核评选工作、《四川省教育



厅办公室关于开展中等职业学习教学检查的通知》自查工作；完成了

课程标准收集及初审、勤工助学岗位推荐上报、补考分数统计等工作；

开展了“第 21届推普周—书法作品赛”评比及总结活动、“双师型”

教师申报工作、“入党积极分子”报名、“学宪法、守宪法，做守法

的好公民”主题手抄报比赛、“公民道德”主题黑板报比赛；组织师

生及校友代表参加了“祭孔典礼暨校庆日活动”及“校友座谈会”；

组织 2016 级全体学生参加“梦者无畏、行者无疆——一个幼教工作

者成长故事分享”的讲座；围绕“第二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活动方案，

安排了“奋斗青春，文明礼行”师生礼仪大赛以及师生中华经典诗文

诵读活动；召开了辅导员工作会议，布置国庆期间学生安全教育事项。

五、初等教育系

开展政治学习，重点学习了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

神，号召培养德智体美劳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开展了中共川南幼

专初等教育系党支部委员会纪检宣传委员和教工党支部书记改选工

作；开展了教学检查、《我爱祖国，我爱母语》教师朗读活动、“小

学语文课文朗读”比赛活动、新老教师“结对帮扶”活动、“一师一

课”展示活动；老年服务管理专业教研室参加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

博览会-中意（欧）大健康产业合作峰会；完成了助学金评选工作、

特困生统计、勤工助学申报及选拔工作；召开了团支书会议，安排“智

慧团建”“青年大学习”“非团员”等会议；组织校友开展了学生座

谈，加强对教师专业性的认识；整理和统计了 2017-2018 学年兼职教

师担任课务情况；开展了双师型教师资格认证、“一师一课”展示、

英语四六级报名工作、在校学生学籍信息清理、17级和 16 级学生实



习保险名单上报、14级和 16 级教师资格证体检信息整理、公招选修

开课安排等工作；组织老年服务管理专业学生到“成都市温江区亲睦

家”开展了认识实习活动。

六、艺术系

开展政治学习，学习了全国教育大会精神，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召开了音乐教育专业、美术教育专业教研室会议；

完成了系部校级奖学金、校级先进集体、个人的评选工作；配合组织

了 2018 级新生心理测评工作；开展了 2018 级新生“环湖拉练”活动、

本学期补考成绩录入系统工作、学籍警示工作、2017 级学生《形式

与政策》讲座、2018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筹备了 2018 年秋季

学生实习工作；完成了推普周相关活动资料收集和上报、2018 职业

院校评估数据自评报告、2018 级学生艺术专业测试工作；开展了音

乐教育和美术教育专业课程标准修订、2018 级学生专业指导讲座、

2018 级学生道德讲座；组织师生参加了戊戌祭孔大典暨校庆日活动、

召开校友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