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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史学习教育”专栏

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

4 月 1 日上午，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专题学习

党史。党委书记罗慧主持会议。

会议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上得讲话精

神，重点学习《中国共产党简史》《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等材料。党

委副书记许斌，纪委副书记、纪委办主任邓刚云等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作党史学习教育交流发言。

罗慧作总结讲话，就切实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根本

遵循，修好党史这门必修课。二是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做到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三是党员干部要带头学、率先

讲，务实干、办实事。 罗慧强调，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强化政治自

觉，担起政治责任，努力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做出川南幼专贡献，以优

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学校党委开展现场党史学习教育暨主题党日活动

3 月 29 日上午，学校党委组织党政班子成员、中层及后备干部，

教师党员和学生代表 250 余人，到隆昌市革命烈士陵园、毛主席视察

隆昌气矿纪念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集体现场学习主题党日活动。

上午师生们来到隆昌市革命烈士陵园，齐唱国歌、向革命烈士敬

献花篮、默哀、聆听校友谢守骏烈士英勇事迹、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

和烈士陵墓。随后，全体人员来到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纪念馆，

先后参观纪念馆、跃进号火房、四川石油会战史馆等展馆，认真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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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驻足观看资料、交流体会感受。

通过此次活动，党员干部、师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红色

革命教育，并表示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传承红色基因，涵养家国情怀，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

“干”的作风，为教育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学校开展“青春向党 奋斗强国” 党史教育主题团日活动

为深入开展党史教育，我校各团支部开展了“青春向党·奋斗强

国”党史教育主题团日活动。

本次团日活动，各班在辅导员及团支部书记带领下，结合专业特

色，以讲党史、分享红色故事、歌唱红色歌曲以及活动总结四个议程

展开。有的学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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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观看了党史视频，有的分享了家乡党史人物和故事，有

的重温了入团誓词。各班团日活动秩序井然，现场气氛热烈。此次党

史教育主题团日活动，旨在引导当代大学生用青春的姿态向党靠拢，

听党号召，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以拼搏奋斗的方式砥砺前行，

奋斗强国，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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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改进程

学校召开 2021 年专业带头人工作会

专业带头人是学校教师队伍中的教学骨干和学术权威，是学校发

展的中坚力量，为切实发挥专业带头人示范引领作用，4 月 7 日，我

校召开 2021 年专业带头人工作会。党委副书记、校长段永清，副校长

曾祥琼，12位专业带头人及教务处相关人员参加会议。会议由曾祥琼

主持。

会议总结了学校三年来专业带头人工作，认真学习了学校关于《专

业带头人选拔与管理办法》等文件。

副校长曾祥琼安排了 2021 年教学重点工作。她指出，今年我校将

进一步强化对专业带头人考核工作；进一步完善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

启动职业教育 2020-2023 提质培优行动计划；以人才培养评估回访为

契机，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段永清指出，学校正处于内涵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各专

业带头人务必起好带头示范作用。他要求，各专业带头人要对照学校

发展目标和工作重点，做到认真负责，勤于学习；要勇于担当，勤奋

工作；要提质培优，示范引领；要融入规划，顶层设计。

会议还对 2021 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师范专业认证、“1+X”工

作推进等事项进行讨论。

学校组织 2021 年教师教学技能培训会

2021 年是我校“提质培优年”，为进一步提高教师教学能力，4

月 13 日下午，我校邀请 2020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公共基础课程组一等奖获奖团队（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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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学团队）到校交流指导。党委副书记、校长段永清，副校长曾

祥琼，系部管理人员及全体无课教师到场聆听，教务处处长魏晋科主

持讲座。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严红老师围绕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

能力大赛的发展、教学团队、备赛指南三个方面详细讲解。重点对教

学团队在备赛过程中对国家相关文件理解、选题、参赛作品材料、现

场答辩等环节进行分享。随后，我校 2021 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参加教

师与严红、张燕霞老师进行单独交流。

段永清作总结讲话，他首先感谢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学团队严红、张燕霞老师的精彩分享，并指出要通过教师教

学技能大赛达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建”的目的，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推进学校内涵式发展。他希望我校教师积极备战

省 2021 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在比赛中争创佳绩。

2021 年是职业院校全面贯彻和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的第三年，也是教学能力比赛实施全新方案的第三年，学校将继

续优化参赛教师的选拔机制，落实“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

以赛促建”的发展目标。

学校到四川轻化工大学李白河校区学习考察

4 月 9 日，党委副书记、校长段永清率队到四川轻化工大学李白

河校区学习考察新校区建设和学生管理等工作。副校长曾祥琼，党委

委员、副校长罗苏，党委副书记许斌，党政办、宣传部、学生处等部

门负责人和各系党总支书记参加学习考察。

四川轻化工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高小林向考察团详细介绍了该

校发展规划、学科建设、办学规模、学生管理和校园文化特色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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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考察团一行实地参观了各学院教学区、图书馆、食堂、学生

宿舍等办公生活场所。

段永清表示，近年来，四川轻化工大学发展迅速，成绩令人瞩目。

李白河校区校园环境优美、规划设计先进、校园文化独特，我校将认

真学习借鉴四川轻化工大学的先进经验，做好我校新校区建设、学生

管理等各项工作。他希望两校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发展。

提质培优|思政教学部组织收看教育部“周末理论大讲堂”网络直播

为进一步提升我校思政课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4 月 9 日下午，

思政教学部组织全体教师集中收看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师“周末理论

大讲堂”网络直播。本次讲座的主题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简史》导读暨党史学习教育宣

讲报告”，主讲嘉宾为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成员，原中共中央党

史研究室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欧阳淞。

讲座中，欧阳淞教授从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

述为指导，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

深刻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出发，对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大意义、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等进行了深刻阐释。

讲座深入浅出、内容丰富，帮助老师们深化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党的历史重要论述的理解、深化了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意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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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师参加四川省 2020 年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项目培训

2021 年 3 月 11 日—4月 7日，我校学前教育专业三位教师参加四

川省 2020 年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项目高职“双师型”教师专业

技能培训（学前教育）项目的国家级培训。

此次高职“双师型”培训聆听了重庆师范大学魏永刚教授、西华

师大成云教授以及卢清、李雪平等 7位专家的专题讲座，从《指南》

分析到观课、评课，了解心理学和学前儿童心理与行为解读，最后升

华到课题研究的层面，专家全方位对学前教育进行专业剖析。

此次培训进入高校听课，观摩西华师大的理论课堂，欣赏舞蹈、

音乐、绘画等实训课堂，对提升教师高校课堂教学方法、教学形式和

教学内容等方面给予指导。同时，组织参训教师到两所文化底蕴丰富，

各具特色的幼儿园进行参观。通过高校课堂和幼儿园跟岗实习两个方

面的培训，为争做“四有”好老师奠定了基础，为全心全意做学生锤

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的双师型的道路指

明方向，促进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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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部动态

一、思政教学部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的讲话》；组织师生赴内江市石盘滩水电站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做好国家安全教育融入思政课堂教学；开展邀请 2020 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公共基础课程组一等奖获奖团队到校交流

指导、四川省 2021 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思政课教学团队等准备工作。

二、学前教育一系

研讨系部“十四五”规划初稿和 2021 年系部重点工作；拟定“学

党史颂英模”“红色故事润童心”自制绘本创作大赛方案；推进与合

作院校教材编写工作；做好课堂巡查、教学运行管理、课程资料袋检

查、学生重修材料审核工作；开展第五届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案例

分析”初赛、教学能力大赛和职业技能大赛准备工作。

三、学前教育二系

做好各级各类课题申报、2021 年四川省教师技能大赛和学生技能

大赛的准备工作；召开教师座谈会；开展 2021 年教师资格证申报、教

师个人档案和期末课程考核资料袋的复查工作；继续做好党史教育活

动；组织外出培训交流的老师进行培训心得分享；做好“欢歌新时代，

颂歌献给党”红色歌舞传唱表演活动的演出工作。

四、初等教育系

开展政治学习，学习《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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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生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开班仪式、防地震疏散演练、班长例会、

主持人排练、教师公开课展示；完成重修录入信息及缴费工作、五年

制小教选修课信息录入及课务安排、重修补修补考试卷袋的归档、汇

总专升本学生资料等工作。

五、艺术教育系

启动党史知识竞赛和“讲红色故事•颂革命精神”比赛活动；组建

四川省教师教学技能大赛教师参赛团队；参加第五届辅导员素质能力

大赛初赛；进行专升本推荐上报、21.1 次自考统考等工作；做好 2021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教学资料检查；开展 2021 年中华经典诵写讲演、

国家安全教育、“预防电信诈骗，共建无诈校园”系列活动。

六、管理系（公共教学部）

落实青年教师“一帮一”结对帮扶、教学名师、专业带头人、教

研室主任示范课；组织开展政治学习，学习《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完成 2018 级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专升本”报名审核、高职教育研究

中心课题申报、课程考核资料袋复查、“郑鸿娟女士新芽奖学金”评

审、建党百年刻纸作品展及评奖、入党积极份子开班等工作；继续推

进学生支部党史学习系列活动——《少年》MV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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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导简讯

督导简讯

四月上旬，学校教学督导对任课教师听课总计 22节，其中公开课

4 节、随堂课 18节（思政部 8节），听课情况总体良好。

好的方面。教师教学态度端正，能够按照教材内容和大纲要求准

备好教学资料；提前进入课堂做好上课准备，并配有相应的辅助手段，

认真完成教学任务；回头听课中艺术系《运动生理学》课程教师在教

师技能技巧各个方面进步显著。

存在问题。教学设计中思政目标仍较笼统，课堂上思政内容的体

现也不太到位；部分老师的重难点只是写入教学设计中，在实际的教

学过程中未能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大部分老师无板书，或板书不合要

求。

改进建议。把握学科特点，深入钻研教材，教学内容重点突出、

突破难点和关键处，把握每次课的思政内容的切入点；需精心设计板

书，板书应简明、直观、形象，在使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的同时力

求通过板书来展现整节课的结构和脉络，使板书与现代教育技术优势

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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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学习提高

一、人人出彩 技能强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职教改革发

展成就综述

文章链接：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104/t20210412_525824.

html?authkey=boxdr3

二、2021 年全国各类教师教学竞赛名录

文章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TcwOTc3Nw==&mid=224750

6164&idx=1&sn=ee342dcafc03104e822a95833395193b&chksm=fcf81d4

acb8f945ce32b26f01ef7b8270e2f117849d6d435d29a0a89808b4d910fb

e6bbc04da&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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