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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1 期（总第 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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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史学习教育”专栏

学校召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3 月 15 日下午，我校召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委教育工委、市委部署要求，对

我校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

党委书记罗慧作《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立德育人全过程》主题讲

话。罗慧强调，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

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

求。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教育强国的迫切需要，也是纵深推

进学校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升党建质量的内在要求。

罗慧就扎实开展我校党史学习教育提出三点要求：一要提高政治

站位，深刻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二要深刻把握基本原

则，聚焦目标要求，高质量高标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三要加强组织

领导，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在成效。要把党史学习教育同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结合

起来，确保学习教育与各项重点工作互促共进。

学校下好“三步棋”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学校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及早着手、提

前谋划，认真下好组织保障“先手棋”、思想引领“育人棋”、氛围

营造“宣传棋”，切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精心谋划，下好组织保障“先手棋”。成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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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周年活动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下设小组，明确党委书记第

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党总支

书记具体责任，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出台文件，

将党史学习教育作为重点工作之一，作为干部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厚学笃行，下好思想引领“育人棋”。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

率先垂范，通过党委会、中心组学习会等，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省委教育工

委、市委关于党史学习教育有关精神。组织师生集中收看“四川百万

大学生同上‘四史’大课”；开展主题观影活动，进一步激发党员干

部和师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热情。

全域覆盖，下好氛围营造“宣传棋”。依托学校官网、微信公众

号、微博等载体，及时推送党史学习教育有关精神、工作动态，实现

初期造势宣传工作“全覆盖”。结合党建“双创”工作，夯实红色研

学方式，各党总支通过学、讲、颂、唱、绘、演等多样形式，开展一

系列党史教育活动，营造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的良好氛围。

“五聚焦五抓好”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学校党委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通过“五聚焦五抓好”，全力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聚焦培根铸魂，抓好专题学习。采取“集中+自学”“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全覆盖开展专题学习。定期开展“学党史、感党恩”

“悦读党史”读书活动等；用好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纪念馆、范

长江纪念馆、烈士陵园等教育基地，抓好实践体验学习。

聚焦教育使命，抓好立德育人。坚持把立德育人融入党史学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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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全过程，以“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为主题上好“开学第

一课”；结合校园文化艺术节、五四青年节、学前教育宣传月等，营

造学党史讲党史浓厚氛围。

聚焦能力提升，抓好专题培训。利用“先锋讲堂”“名师讲堂”

“道德讲堂”等，广泛开展专题培训；发挥学校党校培训主阵地作用，

开设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推出《中国共产党党史》选修课以及“四史”

相关的公共必选课。

聚焦服务宗旨，抓好民生实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组织实施“大

走访”“大调研”“大排查”，切实解决一批师生关心的实际问题；

结合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开展“党员先锋示范岗”创建活

动；精心组织“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活动。

聚焦自我革新，抓好组织生活。把开展好组织生活作为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要抓手。积极开展“四级党课”讲授活动，高质量组织召开

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确保组织生活取得扎实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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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改进程

校领导带队检查指导新学期开学教学工作

3 月 8日上午，党委副书记、校长段永清，副校长曾祥琼分别带队

检查指导新学期开学教学工作，教务处负责人、教学督导随同检查。

段永清、曾祥琼深入第 1、2教学楼、舞蹈楼、艺术楼，认真查看

了教师和学生的上课情况，详细了解教师到岗情况、学生出勤情况、

课堂教学秩序及教学设施运行情况，同时走进教室，督导部分教师的

课堂教学。段永清对各系部高度重视开学的准备工作给予肯定。他强

调，要为广大师生提供良好的教学、学习环境，进一步强化教学管理，

确保新学期教学工作平稳、有序。

从检查反馈的整体情况来看，学校各系部开学工作准备充分，保障

到位，教学运行状况良好，教学设施运转正常，师生精神面貌良好。

学校召开春季学期干部教职工大会部署 2021 年工作

3 月 5 日下午，我校召开 2021 年春季学期干部教职工大会，安排

部署 2021 年工作。全体校领导及干部教职工参加。

党委书记罗慧作《发扬“三牛”精神 开好局起好步 礼赞百年华

诞》主题讲话：2020 年学校在省委教育工委和内江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做好 10件大事，聚焦高质量深入推进 6 个工程，打赢了 4场战役，圆

满的完成能力提升年目标任务。她强调，2021 年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为主线，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为契机，以“提质培优年”为抓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实力，认真做好学

校 8 项重点工作和 40项具体任务。罗慧要求，广大教职工要发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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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精神，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党委副书记、校长段永清作《提质培优，固本培元进一步强化学

校办学特色》讲话，布置 2021 年行政工作。他强调，学校要大力整合

校内外教育教学资源，坚持育人为本，质量为先的原则，强化学校办

学特色，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从科学谋划未来发展，编制学校“十四

五”事业发展规划；落实人才强校战略，进一步建设高素质师资人才

队伍；树立卓越教育理念，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等七大方面推进

工作。

学校召开 2021 年省校比赛项目准备会

学校始终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建”的

职业教育教学理念，通过比赛提升教师、学生的专业技能素养。2021

年为我校“提质培优年”，为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以亮眼成绩迎

接人才培养评估回头看，3 月 17 日下午，我校在惠泽轩第三会议室召

开 2021 年省校比赛项目准备会。党委副书记、校长段永清，副校长曾

祥琼、教务处相关人员、相关教研室主任、教学名师等参加会议。

会上，2020 年参加省级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教师代表作经验交流发

言。学前教育一系教师刘雯从观摩感受、教学团队打造、政校企合作

育人等 10个方面进行参赛经验分享，参赛教师周婵娟、黄钰洁、黄瑶、

柏佩利依次作交流发言。科研处长全晓燕从比赛评委视角提出落实专

家讲座、评委一对一指导；打破学科专业限制，遴选优秀选手；加强

信息化建设，着力打造信息化教学模式等建议。

会议还对四川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组织及赛项承办事

项、“你来就好”高校就业指导大赛参赛事项等进行讨论。

段永清作总结讲话。一要高度重视。比赛是催发剂、是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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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校“提质培优”大举措，全校上下需高度重视。二要精心组织。

要集成力量、跨系部组织、因人选课，集全校之力。三要明确目标。

坚持“三走”（走下去、走出去、走上去）思想，以获奖为目标，展

示我校良好精神面貌。四要改革创新。要遵循规律，突出学科特色、

专业特色、办学特色。五要选好带头人，做好示范引领工作。

坚持立德树人，学校开展系列活动落实五育并举

“能力提升年”为推进学校“五育并举”工作深入开展，促进教

育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素养明显提升，我校开展系列活动落实五育并

举。

强化美育实践，实施“立美育人”行动。3 月 25 日，学前教育二

系举办学生抗疫美术作品展。本次作品共百余件，包括素描、油画、

纸浆画等等。学前教育二系学生用笔生动刻画抗疫战士在复杂严峻的

形势之下英勇不屈、守望相助的抗疫生活场景，具有强烈的艺术冲击

力和心灵感染力。

为进一步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以项目化方式推进

“五育”并举，实现“三全育人”，丰富育人途径，发挥育人实效，

学前二系与隆昌市旭杨洪管乐团开展“学校社会团体协同育人，音乐

沁润学生心灵，培养卓越幼儿教师”交流活动，提升学生审美能力、

人文素养和艺术素质。

强化劳育实践，实施“劳动幸福”行动。根据学校《劳动教育实

施方案》要求，3 月 15 日下午，学校开展劳动美教育活动，各系组织

学生积极参与校园绿化带内除杂草活动。同学们热情参与，分工明确，

有条不紊的进行。通过此次劳动，同学们不仅美化校园环境，更提高

了劳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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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培优 | 初等教育系召开“双高”建设学习研讨会

为切实推进“提质培优”项目进程，提升专业教育教学质量。初

等教育系于3月22日下午组织召开业务学习会议，主要学习教育部《职

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和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关于实施四川

省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计划的意见》文件，并围

绕“双高”建设进行学习研讨。会议由系主任周国祥主持，全系教职

工参会。

会议伊始，系主任周国祥首先带领全系教职工学习传达了教育部

《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和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关于实施

四川省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计划的意见》相关文

件精神和具体内容。随后，会议还强调了其他工作事项。

最后，会议分教研室组由各教研室主任主持，就初等教育系“双

高”建设展开学习研讨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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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部动态

一、思政教学部

开展四川省 2021 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思政课教学团队的的前期

准备工作；开展了“双创”、教研活动、集体备课、科研项目的申报

工作；持续加强教学巡查监督、推门进课堂听评课、教师健康监测管

理、信息收集报送。

二、学前教育一系

落实 2018 级毕业班实习、审核网签系统就业工作；推进与兄弟院

校合编教材、校本教材编写工作；持续跟进学生接种疫苗情况、排查

特异体质学生和心理异常学生；做好课堂巡查、教学运行管理、重修

申请、2020 级“1+2”学生转录考试工作、“新芽奖学金”人选推荐；

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和传染病防治知识宣传、森林防灭火及安全教育。

三、学前教育二系

完成《全国大学生党史知识竞答大会》云答题活动、教师岗位晋

级工作；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开展郑鸿娟女士“新芽奖学金”选拔、

第十三期入党积极分子推荐；积极筹备 2021 年四川省教师技能大赛；

开展“十四五”发展规划撰写、集体备课、课堂教学研讨等工作；做

好公共选修课的开课工作；继续做好各级各类课题申报工作。

四、初等教育系

开展“党史我来讲”升旗仪式、“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主

题团课、专升本的工作；完成专业选修课数据录入、本学期重修报名、

http://www.cnyz.edu.cn/p/9/?StId=st_app_news_i_x63728087385440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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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数量核对；推进实验室固定资产报废、四川省省级科普基地的申

报、学生管理问题自查专项工作；组织学生观看红色影片《我和我的

祖国》、参加中共党史选修课。

五、艺术教育系

开展课程重修报名、2021 年课题上报、2018 级美术教育专业专升

本报名工作；完成了大专助学金发放、育人工作案例上报、资产报废

等工作；按照“六稳”“六保”要求，做好 2021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

组织学生进行线上线下公共选修课程的开课工作；做好安全教育工作，

加强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卫生安全等知识宣传教育。

六、管理系（公共教学部）

组织开展支部党日活动；完成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学生评奖及系部

推荐、2020 级线下舞蹈选修课选课工作、课程重修报名、系部年鉴撰

写工作；落实 2019 级入党积极份子推荐、学生会展板更换、党史学习

宣传栏制作、学生管理专项检查材料准备；开展第一学月刻纸作品展、

校级课题申报；继续落实“日报告”、“零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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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导简讯

督导简讯

三月,教学督导对2020-2021秋季学期学生评教前10％和后5％的

教师课程、思政课程及公开课程等进行听课，总计听课 53节，听课情

况总体良好。

好的方面。教师教学态度端正，认真履行教学职责；按照学校要

求带好相关材料提前进入课堂做好上课准备；课前准备充分，能够按

照教材内容和大纲要求准备好教学设计，并配有相应的辅助手段，激

发学生兴趣，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

存在问题。教学设计内包含思政目标，但基本只见于每一专题或

模块大的方面，未落实到每一节课具体的思政内容上；部分老师为完

成教学任务，只顾及到自己的教，忽略学生的学，互动不够；PPT 的

制作不够规范，存在字号小导致看不清、背景色和文字或图片的色彩

对比度不够明显不易辨认问题。

改进建议。深入钻研教材，有机融入课程思政内容，正确把握每

次课的思政内容的切入点；课堂教学是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组成的双边活动，非教师单方面的独角戏，应尽力引导、带领学生参

与到教学中；精心设计教学 PPT，清晰易懂，重点内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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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与实施

文章链接：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1230/21/815848_954441584.sh

tml

二、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拟设赛项规程

文章链接：

http://www.chinaskills-jsw.org/content.jsp?id=2c9fe79276f2a6

17017891075d9a0048&classid=de7bd19628f54879be3fb10f40de8767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2009/t20200901_484011.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2009/t20200901_484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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