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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改进程

提质培优 |我校举行“双高”建设专题报告会

8 月 26 日下午，我校邀请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校

长胡兴福到校作“聚焦‘双高’建设 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专题报告。

党委书记罗慧主持报告会。全体校领导、中层及后备干部、党支部书

记、专业带头人、教学名师、教研室主任等参加报告会。

报告会上，胡兴福以“以‘双高’建设为导向，推进专业群建设”

为主题，从什么是专业群、“双高”计划中的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当

前专业群建设的重点三个方面作讲解。胡兴福院长分析了当前专业群

建设中课程体系建设、教学团队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课程思政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中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课

程教学资源建设、教材与教法改革等九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并分享了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在“双高”建设工作中的先进经验。

报告对我校推进“双高”建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全体参会人员将认真学习领会报告内容，紧密结合学校整改工作推

进落实、“十四五”规划制定等实际，推进“双高”建设各项工作。

我校多措并举提升毕业生就业实效

学校党委把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一号工程”，积极推进“稳就

业”工作、“保就业”任务，党政齐抓共管、靶向施策，推动毕业生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压紧压实责任，就业工作有力度。构建四级联动工作机制，建立

就业工作联席会议、“1+N”奖惩等制度，将就业工作列入党史学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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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创新培养模式，就业指导有深度。建强创业就业指导师资队伍，成

立大学生职业发展教研室，开设求职就业课程 4 门，推动岗前培训、

顶岗实习与各类社会实践有效融合。举办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

达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创的目的。

搭建服务平台，就业渠道有广度。搭建“互联网+就业”智慧线上

平台，开通“网上服务”直通车、直播带“岗”服务。深化产教融合，

与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联合设立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泰

康班”，定向培养人才。鼓励毕业生参加“特岗教师计划”等基层就

业项目或专升本等，缓解就业压力。

落实政策措施，就业保障有温度。畅通毕业生就业信息反馈渠道，

建立就业跟踪、信息核查等工作机制，全面摸排 2021 届毕业生情况，

动态掌握困难毕业生的就业状况，通过一人一档、一生一策的方式落实

政策措施，切实为毕业生困难群体解难事办实事。

我校圆满完成 2018-2021 年度校级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

学校以树立先进高职教育观念为先导，以教学为中心，以质量为

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评估标准为目标，切实通过整改突破发

展瓶颈。近年来，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方法与手

段改革等方面取得不俗成绩。

为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总结推广我校在教育教学改

革中取得的新成果。学校启动了 2018-2021 年度校级教学成果奖申报

工作。经各系部和相关部门申报、评选推荐，共收到涵盖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课程与专业建设、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改革、教学管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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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保障等多个领域的教学成果 31项，成果数量与质量明显提高。本着

客观、公正、公开的原则，经学术委员会网络评审和现场评审、教学

指导委员会初评、公示等环节，共评选出 26项教学成果，其中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8 项，三等奖 15项。

此次评选不仅是对我校升专以来取得优秀教学成果的总结凝练与

推广，也进一步激发了广大教职工积极开展教学改革与实践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此次评选中排名前列的的成果也优先推荐参评 2021

年四川省教学成果奖。

加强校企合作 推进发展共赢

7 月，我校与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聚焦“一

老一小”领域。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杜林，副院长谢晓阳，

学校党委书记罗慧，党委副书记、校长段永清，党委委员、副校长罗

苏及两方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仪式。

罗慧在致辞中指出，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尤其是在关注老年人健

康生活方面和建立的“儿童早期综合发展示范基地”，与我校的老年

服务与管理专业、早期教育专业结合紧密，共同关注“一老一小”领

域。双方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在战略合作办学方面迈出了

实质性的一步。医校双方充分发挥各自“医”“教”优势，共同推进

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为内江、川南以及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儿童早期高质量综合发展共谱新篇章。杜林期待今后

在更宽领域和更宽层次进行交流与合作，通过医校资源共享、专业上

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今后双方将进一步在人才培养、教师互聘、科

学研究、文化交流、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共建早教托育中心等方面开

展合作，推动双方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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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我校举行实践教学基地签约仪式，与隆昌市隆荣西部

玻陶特色产业园中心及碧檀陶瓷、金林陶瓷、久瓶联华有限公司签订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协议并授牌。

副校长曾祥琼指出，校企合作是技能人才培养制度的创新，是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的继承和创新，是教育与服务地方经济相

结合的具体化。双方要本着“携手并进，互惠双赢”的原则，共同办

好“川南幼专教学实践基地”，力争办出特色，促进学校与企业的良

性互动。按照协议，学校与园区和各企业将共同在学生实习、科研项

目开放、技术援助、学术研讨、品牌打造等方面开展合作。

常规检查促提升 立足课堂抓质量

9 月 6 日，我校 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开始行课。为确保开学

各项工作正常运行，校长段永清、副校长曾祥琼带领教务处、教学督

导室相关同志，分两组对全校开学第一堂课的教学运行情况进行了全

面检查，重点检查了疫情防控、师生出勤、课堂教学、教室卫生、教

学设施运行等内容。

学校总体教学秩序良好，教室、实训室、舞蹈房等教学设施正常

运行，各系部教学管理人员准时到岗，开展教学巡查。老师们提前到

班，精神面貌良好，课前准备充分，学生听课认真，出勤率高，课堂

气氛活跃，教学秩序井然。

校长段永清就教学具体情况与相关教学管理人员展开了交流并指

出了存在的问题。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教务处要求有关部门严格

督促、立即整改，也加大对日常教学过程的监控，对教风学风常抓不

懈，努力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效课堂，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 6 -

 主题活动

我校各党支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主题，引导广大党员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校各党支部按照要求相继

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党委班子成员以普通党员身份参

加各自所在支部组织生活会。

会前，各党支部分别以各种形式组织党员认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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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中央指定的 4本学习材料，

集中收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以及七

一系列庆祝活动上的重要讲话，开展集中学习研讨。党支部委员之间、

党支部委员和党员之间、党员和党员之间也在会前进行了广泛的交心

谈心，认真开展盘点和检视，深入查摆问题。

会上，各党支部书记代表党支部委员会向党员报告了半年来党支部

工作情况，特别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情况，通报检视问题情况，深刻

剖析原因，做出整改承诺。全体党员逐一发言，讲收获提高，讲差距

不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明确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

会后，针对查摆出的问题，各党支部明确了整改事项、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我校开展暑期干部暨骨干教师专题培训

8 月 26 日至 27 日，我校举行 2021 年暑期干部培训班。集中培训

紧扣学校发展战略目标定位，聚焦“双高”建设，围绕提升干部治理

能力和“十四五”规划制定设计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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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贯穿始终。校党委

书记罗慧作专题宣讲报告，全面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丰富内涵，对讲话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进行深入辅导。

围绕学校“十四五”规划提出真知灼见。培训班分组讨论学校“十

四五”规划，与会人员紧密结合学校实际，开展讨论，为学校“十四

五”规划制定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聚焦“双高”建设，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邀请四川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胡兴福到校作“以‘双高’建设为导向，推

进专业群建设”专题报告。

打铁需趁热，重在抓落实。在学习总结暨秋季学期工作布置会上，

党委书记罗慧对本学期如何抓好各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并就如何推

进学校高质量发展对全体干部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要提升政治“三力”，

二是要答好育人“三问”，三是要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

党委副书记、校长段永清围绕如何提质培优从九个方面作安排部署。

我校 2021 级新生开展入学教育系列活动

2021 年 9月 4 日—5日，我校迎来了 2021 级 2000 余名新生，他

们心怀梦想在川南幼专开始了全新的大学生活。为给新生同学们提供

及时、科学的入学指导，帮助他们顺利完成角色过渡，做好人生规划，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9月 5日—8 日，我校为全体 2021 级新生

开展了为期四天的新生入学教育。

入学教育主要包括爱党、爱国、爱校教育、校园生活指导、文明

礼仪、艾滋病防控、职业发展与学历提升规划、心理健康教育、校园

安全知识教育及管理、优秀校友代表报告等。先后开展了 7 场专题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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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和 4次班级学习活动，采取讲座、座谈、师生讨论等多种形式进行，

为同学们介绍了学校概况、生活环境以及各项规章制度等内容，让同

学们对我校有了一定了解。

9 月 5日是今年秋季学期我校全体师生返校的第一天。为统筹做

好 2021 年秋季学期教育教学和疫情防控等工作，晚上 7 时，全校 7600

余名学生在各班级共同观看了学校周会及大学生《开学第一课》节

目， 共同上了一堂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

此次入学教育旨在培养新生爱国、爱校、爱集体的思想，强化自

立、自强、自律、自主的意识，入学教育活动给新生起到了积极的引

导作用，为我校日后的教育教学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我校隆重举行新学期开学典礼暨“开学第一课”

9 月 6 日上午，我校在孔子广场隆重举行新学期开学典礼暨“开

学第一课”。学校党政领导、全体师生、校友代表等 8000 余人参加典

礼。

教师代表徐剑平勉励同学们要做到“修身、琢玉、弘道、笃行”，

珍惜青春血，共筑中国梦；优秀校友、隆昌市宝峰幼儿园园长赵晓莉

分享了自己在母校刻苦求学的难忘经历，向师弟师妹们提出自己宝贵

的建议；校学生会主席林亚军讲述了自己辞去工作返回校园求学的亲

身经历，希望同学们通过不断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初等教育系

2021 级学生朱云云代表在发言时表示，将和同学们一起，践行“请党

放心，强国有我”的誓言，心怀感恩作责任青年，心系祖国作有志青

年，心有目标作上进青年。

党委书记罗慧代表全体师生员工，向 2065 名新同学表示热烈欢

迎，向辛勤培育学生的老师和家长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作《做有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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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气底气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讲话。

罗慧引用张伯苓先生 1935 年在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中提出的“爱国

三问”与同学们现场互动。如何答好爱国“三问”，规划自己的未来？

罗慧强调，新时代青年生逢强国盛世，肩负奋斗重任，要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对青年的殷殷嘱托，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争做堪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她向同学们提出三点希望。一要树立远大理想，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的信念，走出“小我天地，心怀国之大我“，要对标英雄，

立足当前。二要厚植爱国情怀，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要汲取和增强

中国人血脉相传的“骨气”，做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实践

者、传播者，听党话、跟党走，坚定“四个自信”，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堂

堂正正的中国人。三要练就过硬本领，增强做中国人的底气。要增强

学习紧迫感，善于学习、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发扬“挤”和“钻”

的精神，多读书、读好书 。脚踏实地，把“严、实、勤”精神，“两

代师表、仁爱笃行”校训，“学问思辨、知行合一”的学风贯穿于做

人、做事、做学问的方方面面，拒绝“佛系”、“躺平”和“平庸”，

追求卓越。

师生齐聚，共庆第 37个教师节

9 月 10 日，我校隆重举行庆祝第 37 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会上

对内江市名班主任、2018-2021 年度校级教学成果奖、优秀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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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进行表彰。

内江市教育局副局长游洁指出，川南幼专办学水平逐年提质、办

学实力逐年提升、办学影响力逐年提效，特别是今年围绕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全校上下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把学习

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学校发展的强劲动力。她希望学校要抢抓机遇，

展现新作为。

党委副书记、校长段永清指出，全体教职员工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

作，奋力拼搏，在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招生就业、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文化传承与创新、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段永

清勉励大家要坚持“四个相统一”，当好“四个引路人”，争做新时代

“四有”好教师，共同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特色

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彰显育人成效，我校师生在各类竞赛中屡获佳绩

近年来，学校着力打造学前教育、小学教育、艺术与体育教育、

公共管理与服务四大专业群，并通过强化“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

赛促改”提升教学质量，促使师生职业素养、技能水平稳步提升。7

月，我校师生参加各类比赛活动捷报频传。

在四川省首届红十字应急救护技能大赛上，我校学生组成的内江

市红十字代表队通过理论知识抢答、救护演讲等比赛环节获得团体二

等奖，三名同学分获个人技能操作第二名。体现了我校大力推进 1+X

证书制度，提升学生职业技能已见成效；在全国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

演活动中，我校《以文化人，以美育人——川南幼专中型杖头木偶传

习所非遗传承》荣获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二等奖。此项目是地

域优秀传统文化和“师表”特色校园文化融合育人模式，是我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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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育人的重要载体；在第五届全国高校大学讲思政课公开课和第五

届全国高校大学生微电影评选活动中，我校作品《让青春之光照亮奋

进之路——致敬支教人》获四川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高职高专

组一等奖，《给理想一点时间》荣获四川高校大学生微电影二等奖。

此次获奖充分展示我校加强思政课程建设，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工作成效。

整改期间，我校按照“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

合、重在建设”的方针，认真研究专家组的评估意见，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大力推进 1+X 证书制度试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课程思

政建设等工作，逐步落实各项整改举措，教育教学质量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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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部动态

一、思政教学部

开展思政课改革创新交流研讨；完成 2021 年内江市职业教育教学

成果奖申报材料的填报工作；积极开展教研活动，上好开学第一堂思

政课；督促教研室做好 2020-2021（下）补考出题和课程试卷袋检查；

做好人才培养评估专家回访相关材料的整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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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内江市 2021 年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在校生报到注册、

教材发放、新生信息采集填报等工作；开展了 2021 级迎新工作、新生

入学教育、新生入党教育等工作以及反诈骗、宿舍用电防火等安全教

育；启动九月资助、奖学金、评优评奖、等工作；持续推进 2022 届求

职补贴资料和 2021 届就业证明材料收集等相关工作。

三、学前教育二系

召开了“实施教育教学改革 提高五年制高职学前教育专业‘1+X’

证书成效实践与研究”研讨会；组织新学期第一次学生干部例会；观

看了四川省大学生 2021 年秋季“开学第一课”——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题辅导、《艾滋病的预防》的讲座；参加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应急演练；完成学生教材的发放、学生公寓检查指导工作。

四、初等教育系

部署开学相关工作，召开新学期开学工作会议及学习委员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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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完成教室安全及教学设备检查、教学用品准备、学生教材分发、

课务调整；进行开学巡查、推门听课、开学补考准备、教师节表彰先

进人员推荐工作、师生教学情况检查；开展八月主题党日活动；整理

2020-2021 学年学生成绩数据。

五、艺术教育系

召开教研室会议，安排开校工作及超周备课检查；做好教学管理、

教学巡查、补考、第一堂班会课、安全教育课、2021 届毕业生就业档

案整理及求职补贴材料收集等相关工作；完成了 2021 年下半年教师资

格考试（笔试）考试报名工作；开展 2021 级新生入学教育、资格审查、

等；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和传染病防治知识宣传。

六、管理系（公共教学部）

开展政治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推进教研活动集体备课、开学教学检查，整理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

期个人资料档案盒、课程档案资料袋；组织 2019 级和 2020 级学生开

学工作会、团总支学生会开学座谈会；完成 2021 级新生入学教育、补

考学生信息确认及制卷工作、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教材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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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导简讯

第一周督导简讯

“开学第一课”教学巡查，教师准备充分，精神状态好，学生积

极配合，课堂氛围好。新生前三天按照计划开展入学教育，安排井然

有序，星期四开始上课，学生适应较快。总体情况正常。

本周教学督导主要针对2020-2021学年第二学期学生评教前10％

和后 5％的教师和新入职教师进行听课，总计听课 10节，听课情况总

体良好。

好的方面。教师们都能按要求带好相关的教学资料进入课堂，认

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课前准备充分，能够根据教材内容和大纲要求准

备好超周的教学设计，并配有相应的辅助手段，营造轻松愉快的教学

氛围，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来。

存在问题。部分教师的教学设计中有重点、难点，但在实际的教

学中却未能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甚至有教师整节课的运作都显得本末

倒置；部分教师无板书，或板书不合要求。

改进建议。把握本学科特点，深入钻研教材，读懂、吃透教材，

把握每次课的重点突出、难点和关键处突破；板书应设计简明、直观、

形象，而且突出主、副板书，使板书与现代教育技术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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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提高

一、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

021—2025 年）的通知

文章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AzODUzNw==&mid=265224

4556&idx=1&sn=a6e95e93ea364054cbb7876810e605ba&chksm=805552a

ab722dbbc72b9a370f149ad823891160a6c1b71c4ddf0fe5decec4e77548

3a99ca097&mpshare=1&scene=23&srcid=0913mD6sF26AM2vv9slE9Jsj&

sharer_sharetime=1631500325550&sharer_shareid=213b77c0dd0a8a

78916cc86004e571e6#rd

二、鄢超云：学前儿童享有游戏的权利

文章链接：

https://new.qq.com/omn/20210901/20210901A0D1YT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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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