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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史学习教育”专栏

甘霖在内江调研时强调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落地见效

4 月 26 日至 27 日，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甘霖赴内江调研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把党史学习教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

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学

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推动解决实际问题。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党史学习教育办公室宣传舆情组组长李晓骏，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潘梅参加调研；市委书记、市

长郑莉，市委副书记余先河陪同调研。

甘霖一行先后到隆昌市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纪念馆、隆昌市

融媒体中心、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威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罗世文烈士史料陈列馆等地，与基层干部群众深入交流，调研党

史学习教育平台建设和实践运用情况等情况。

甘霖强调，要深刻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以高度政

治自觉学习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要充分发挥好红色历史文化

场馆的功能作用，深入挖掘地方党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提炼红色

精神，为干部群众提供良好学习载体，助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

实。要通过志愿服务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整合多方力量激发群众参与

热情，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党史学习教育贴近群众、落地

生根。要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立德育人全过程，抓好青少年群体，创

新形式、丰富载体，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要把

网络民意汇集起来，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建强人才队伍，讲好党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更好引导和服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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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市委宣讲团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报告会在我校举行

4 月 27 日下午，内江市委宣讲团第三分团团长、校党委书记罗慧

在学校作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报告。全体教职工、学生代表及入党

积极分子等 800 余人聆听报告。

罗慧紧扣主题，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

要论述，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认真研读党史基本

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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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学懂弄通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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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个方面，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大意义，系统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

全面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罗慧希望，广大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

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

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青年学生要弘扬五四精神，争做时代新人，

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扎实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勇前进，在新征程中不断谱写治蜀

兴川内江实践新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学校召开党史专题宣讲集体备课会

4 月 19 日下午，我校召开党史专题宣讲集体备课会，安排部署党

史专题宣讲工作。校党史专题宣讲小分队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会上，校党委副书记、校党史专题宣讲小分队副队长许斌对学校

党史专题宣讲工作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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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书记、党史专题宣讲小分队队长罗慧就做好党史宣讲工作

提出三点要求。一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

述。切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

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部署和要求上来。二要全面

准确把握党史专题宣讲的重点内容。要讲清楚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光辉

历程，党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伟大贡献，党始终为人民的初心宗旨，

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

的伟大精神，党成功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三要把握工作要

求，高质量高水平完成党史专题宣讲。要把准导向，认真备课；要融

会贯通，守正创新；要全面覆盖，形式多样。罗慧希望，要以强烈的

政治担当，饱满的工作热情抓好党史专题宣讲，推动全校上下持续掀

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以新征程、新担当、新作为迎接党的百年华诞。

学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系列竞赛活动

4 月 23 日下午，我校“学党史、知党恩、跟党走”党史知识竞赛

线下团队擂台赛在艺术中心举行。校党委书记罗慧，党委副书记、校

长段永清，副校长曾祥琼，党委副书记许斌，党委委员、组织部长陈

文友及 800 余名师生观看比赛。此次比赛围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

设、改革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和成就等党史知识，以党总支为单位，全

覆盖开展“线上”个人计时赛和“线下”团队擂台赛。通过综合团队

“线上”个人平均分和“线下”现场得分决出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2

个，三等奖 4个。擂台赛现场还设置了四轮“有奖竞答”，随机抽取

现场观众回答党史问题，提高了现场师生参与度和比赛趣味性。

4 月 29 日，我校“党史我来讲 红色照我心” 党史故事演讲比赛

举行。经过层层选拔的 22名师生代表同台竞技。党委书记罗慧，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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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校长段永清，党委副书记许斌，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陈文

友及 300 余名师生观看比赛。参赛师生紧扣“党史我来讲 红色照我

心”的红色主题，以讲红色故事、谈认识体会等方式，声情并茂地讲

述了革命先辈赵一曼、夏明翰、焦裕禄等人的感人事迹。最后比赛评

出了教师组和学生组一等奖各 2 名，二等奖各 3名，三等奖各 5名。

竞赛系列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党史学习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在校内形成了学党史、

讲党史的浓厚氛围，让红色基因根植师生的心灵，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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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改进程

校党委书记罗慧参加川南高校联盟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4月16日，川南高校联盟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西南医科大学召开。

泸州、自贡、内江和宜宾 4市 14 所高校代表参加会议，并就如何“社

会服务”主题开展交流。党委书记罗慧代表学校参加会议。

会上，罗慧围绕《坚守师范初心 深耕川南幼教，着力打造幼儿教

师培养培训新高地》主题，从“服务发展需求，专业对接产业，人才

对接岗位”“产教协同创新，发挥行业示范引领作用”“抢抓发展机

遇，成渝经济圈中主动作为”“做实教育扶贫，助力脱贫攻坚决战决

胜”等四方面作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川南高校各联盟单位要按下抱团发展的“快进键”，

打好协同发展的“组合拳”。要强化共建共享，促进川南高校协同发

展，要有共同体的意识，在人才联合培养、科研成果转化、联合办学

等方面加强合作；要立足产教融合，提升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在

医药卫生事业、健康养老产业、基础教育事业等领域，加强各联盟单

位跨区域的校地合作、校校合作；要着力上争外引，共同推进川南高

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与地方政府、联盟成员应积极交流，互相帮助。

参会高校代表表示，依托川南高校联盟这一平台，进一步加强交

流合作，在高校探索协同发展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更好促进教育资

源共享、提高四市高等院校办学效益，助推川南经济区一体化发展。

强化校地合作 推动高质量发展——学校参加内江高新科创园招商启

动暨签约仪式

4 月 15 日，校党委副书记、校长段永清带队参加内江高新科创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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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启动暨签约仪式。活动以“融入‘双城经济圈 ’· 构建‘产融

新格局’”为主题，共有金融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家代表及专家学

者 150 余人参加。

集中签约仪式上，内江高新区、园区投资建设运营方四川瀚晟同

汇建设有限公司与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北京中科院老专家技

术中心等 18家院校机构及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项目建设、

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园区平台建设开展深度合作。

内江高新科创园分为政务服务配套功能区、人居生活配套功能区、

总部基地产业功能区。我校签约的幼教早教产教融合项目为政务服务

配套功能项目之一，该项目规划建筑面积约 11000 平方米，拟建两所

幼儿园和一所早教托育中心等。

前期，我校与四川内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四川瀚

晟同汇建设有限公司签订政校企战略合作协议，下一步，学校将继续

与有关各方一道，商洽合同内容，深入推进有关工作，通过整合政府、

学校、企业三方资源，发挥各自优势，培育优质示范幼儿园、孵化连

锁幼儿园品牌及产业化经营发展，逐步形成以内江为中心、服务川南

经济区、辐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学前教育优质发展的幼教品牌。

学校一项目被认定为四川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大项目

4月20日，省教育厅公布四川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大项目名单。

我校由党委副书记、校长段永清担任项目负责人的《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背景下“校地园协同、学训教一体”幼儿教师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研究》项目被认定为四川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大项目。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

行动计划（2020—2023 年）》和《四川省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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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2020 年人才培养质量与教学改革重点项目的基础上，我省

启动省级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大项目认定工作，认定 110 个项目为四

川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大项目。

近年来，我校积极开展“五育并举”人才培养综合改革，提升幼

儿教师培养质量，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学前教育

协同发展。下一步，我校将认真总结提炼,积极推广应用，突出示范引

领，凸显辐射带动，做好项目转化并积极申报教学成果奖。

学校召开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整改专家回访工作推进会

4月21日，我校召开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整改专家回访工作推进会。

党委副书记、校长段永清参加会议并讲话，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副校长曾祥琼主持会议。

会议对《四川省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专家组关于川南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实地考察评估反馈意见》《川南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整改方案》等文件进行了再

次解读，对牵头部门工作、责任部门整改内容及措施修订等工作进行

了布置。

段永清指出，做好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整改专家回访工作是推进学

校“提质培优”，实现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他要求，各部门

要认真思考，做好规划，继续完善整改方案。一要认真学习文件精神，

掌握回访工作基本内涵；二要准确把握回访工作性质要求，增强做好

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三要明确回访工作重点，扎实做好各项准备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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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培优丨学前教育一系开展名师大讲堂活动

为进一步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素质，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

伍，学前教育一系开展名师大讲堂系列活动，全系教职工参加。

4月 12 日，教学名师、学前理论教研室主任黄琼慧主讲，她以《采

他山之玉，纳百家之长》为题，介绍“2020 四川省高职院校专业带头

人领军能力研修项目(学前教育)”培训的收获。培训通过集中授课、

返岗研修、集中研修三个阶段，在专家引领下，学员们共同学习、交

流，通过线上线下理论研修、学术研讨提升理论素养。结合现场课堂

展示，进行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方式，提升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借

助幼儿园实践与考察，提高学员理论与实践共融的能力。

4月 19 日，教学名师、学前美术教研室主任王国栋主讲，他以《上

善若水之浩瀚，博采众长增智慧》为题，介绍“2020 四川高职教师教

学能力提升”培训的收获。培训分为专家讲座（线上线下）、观摩参

观、分享交流三个阶段。通过培训实现了观念的更新，理论的提高，

知识的积淀，及教学技艺的增长。

名师大讲堂活动为我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传统项目，其发挥

教学名师在教师培训中的积极作用，推动了学校师资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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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部动态

一、思政教学部

持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将党史知识融入思政课堂教学；派出教

师作为党史学习教育内江市委宣讲团成员分别到资中县、隆昌市和东

兴区开展党史教育宣讲；做好 2021 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思政课教学团

队的备赛、集体备课，2021 年度科研项目和教改课题的研究收集报送

工作。

二、学前教育一系

开展“双师型”教师专业技能培训（学前教育）项目培训汇报、

名师大讲堂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四川省学前教育技能大赛；加强党史

学习教育，参加“全民阅读、红色经典月”读书分享会、校党史知识

竞赛、党史故事演讲比赛；做好在校生生实习前期准备及实习动员相

关工作；持续落实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和零报告日报告制度。

三、学前教育二系

召开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 2021 年春季实习安排方案；召开教学

工作会，强调教师课程思政深入教学及上课的纪律问题；继续开展教

师资格证材料的初步审核、教师技能大赛的准备工作；与协同育人社

会团体（隆昌旭阳洪管乐队）共同举办“讲好入党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读懂中国”系列活动。

四、初等教育系

召开党政联席会，研讨专业带头人的考核、一帮一结对帮代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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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认、教学督导人员调整名单；参加“全民阅读、红色经典月”读

书分享会、校党史知识竞赛；开展一周一歌视频拍摄活动、继续做好

经典颂唱比赛排练；推进教师技能大赛筹备工作及毕业生教师资格证

材料认定上报工作；启动认识、跟岗实习前期准备工作。

五、艺术教育系

参加四川省教育厅主办的 2021 年四川省职业院校艺术专业技能

（声乐表演）大赛、“魅力职教 石刻绽放”大足石刻文旅产品创新设

计采风活动；开展 2021 年中华经典诵写讲演系列活动、2020 级美术

教育专业写生教学；完成学校教师教学技能大赛相关材料；做好 2021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开展五一前安全稳定风险隐患排查及整改工作。

六、管理系（公共教学部）

参加“党史我来讲红色照我心”党史故事演讲比赛、四川省高职

院校学生技能大赛；举办《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标准解读》

专题讲座；做好农村幼儿教育研究中心项目和四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中心课题申报、2020—2022 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进展情况

简讯、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参赛资料上报；组织学生到康静养老公寓和

连华老年公寓开展专业实践和志愿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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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导简讯

督导简讯

四月下旬，学校教学督导对任课教师听课总计 37节，其中公开课

1 节、随堂课 36节，听课情况总体良好。

好的方面。总体看来，教学工作比开学前几周有很大进步。教师

课前准备充分，教学态度端正，能提前进入教室做好上课准备，认真

完成教学任务；现代教育技术运用较好；多数教师有了板书的习惯，

能让传统板书与现代教育手段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多数教师课程思政

的意识有所增强，落实更加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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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也没有针对具体教学内容和学生情况去真正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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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平铺直叙未能突出重

点突破难点；有些教师有板书，但有些板书却还是不合要求。

改进建议。把握学科特点，深入钻研教材，教学中突出重点、突

破难点和关键处，心中装着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四个正确认识”

和“三个规律”，把握每次课的切入点去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政治

觉悟、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的“四个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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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学习提高

一、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变革意蕴探析

文章链接：

http://www.doc88.com/p-66716937470864.html

二、课程思政教学技能大赛评审标准

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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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0&idx=3&sn=f97489aacb70490a4efc6ee5e275884d&chksm=fcf8653

0cb8fec263fa064d013c691b4169b25396990fd5aab728ec98bf9a85fbfe

77c9fac2b&mpshare=1&scene=23&srcid=0427Yb8GQhJKr5IjvDB9G9OL&

sharer_sharetime=1619502756112&sharer_shareid=149da108eec437

7b9924bdcad8273683#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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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