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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肖雅瑜来我校调研
本报讯 6月 20日下午，省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肖雅瑜来我
校走访调研。

在党委书记李三福、校长戚
人杰陪同下，肖雅瑜来到学校人
文与音乐学院，观看了师生学术
成果的汇报演出，对学校将
3000年前的商代大铙音乐复活
在当代舞台表现出浓厚兴趣，并
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与建
议。在艺术设计学院服装设计与
工艺实训室，肖雅瑜听取了专业

负责人吴玉红对专业情
况的介绍。

在座谈会上，党委
书记李三福简要介绍了
学校办学历史以及近年
来快速发展取得的主要
成绩。肖雅瑜对我校的
办学成就给予了充分肯
定。他说，他对职业教
育始终有一种不变的情
怀，在担任株洲市委书
记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期间，多次调研职业教
育，积极为职业教育的发
展排忧解难。国家发展，
民族振兴，需要大批的能
工巧匠，因此，发展好职
业教育非常重要。肖雅瑜
希望学校按照“立足湖南、
服务轻工”的办学定位，
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全省教
育大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坚持立德树人，全面落实
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为服务和促进湖南地
方经济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校领导唐文、黎晓明、卢文
涛、周亮、程志群、邹海、谭见
君以及党委办公室、新闻中心等
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座谈会或
陪同调研。

（新闻中心 文/李文彬 图/冯
志强）

本报讯 6月 21日下
午，应我校党委书记、省
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博士后合作导师、
博士生导师李三福教授的
邀请，省教科院博士后学术
沙龙在我校举行。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湖
南省人民政府党组原成员、
省教育厅原厅长、党组书记
张放平教授莅临指导。学术
沙龙由我校人文与音乐学院
唐平波博士主讲，分两个阶
段进行。

成果展示阶段在我校
雨花校区大礼堂举行。唐
平波博士向专家以及我校
人文与音乐学院的师生展
示了合唱指挥项目式教学
课程改革的成果——合唱
教学音乐会。

合唱指挥课程研讨会

暨省教科研院博士后沙龙
阶段在我校雨花校区第一
会议室举行，由谢泉峰博
士主持。校长戚人杰首先
致辞，他指出，我校历来
重视专业课程建设和人文
素质教育，这次唐平波老
师的课程教学改革成果汇
报，就是我校人文素质教
育和课程改革的一个缩影，
各位专家的指导与赐教，
为我校课程建设与人文素
质教育提供很好的指导意
义。

接着，唐平波博士从
缘起、内涵、实施、评价
等方面简要阐释了合唱指
挥课程项目式教学法的研
究成果。湖南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原副院长、博士生
导师周跃峰教授、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音乐学院院长
李祖胜教授、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科研处处长盛正发
教授、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南大
学、湖南大学、长沙第一
师范学院、河南、江西、
江苏、广东等省内外高校
一线合唱指挥教师和专家
以及我校纪委书记周亮博
士、副校长邹海从不同的
视域和学科立场对我校人
文与音乐学院唐平波博士
合唱指挥课程教学改革的
探索成果给予了肯定，并
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

党委书记李三福从鼓
励教师教研教改角度出发，
深入剖析了该课题的内涵
与外延，从哲学、教育学、
心理学视角阐释了项目式
教学法的基本学理以及在
具体课程改革中的实际应
用与实施过程。李三福鼓
励唐平波老师继续钻研课

改教改，并希望他今后研
究的层面更深更广，具有
更加前瞻性的眼光和创新
的视野。

张放平教授对这次音
乐会以学生期末考试为项
目载体，由学生在课后独
立完成组建队伍、分配声
部、选择作品、组织排练
等多个子项目，并通过音
乐会的形式进行项目验收
的方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对人文与音乐学院 2017级
音乐表演专业学子多才多
艺的表演赞赏有加，对我
校青年教师唐平波经过近
八年的探索，将项目式教
学法应用到合唱指挥的课
程教学中而进行的创新实
践给予充分肯定。他对项
目式教学法在课堂上形成
的竞争机制表示认同，并
从教材教法上提出了许多

有益的建议。他希望学校
能够将知识点进行模块化
渗透，重点是要夯实基础。
张放平指出，教育应面向
全体学生，希望项目式教

学法的惠泽面更宽、更广，
呼吁更多的老师投入到教
学改革方面的研究上来。
（人文与音乐学院 胡少林

新闻中心 肖贻文）

张放平来我校指导合唱指挥课程研讨会暨
省教科院博士后学术沙龙

本报讯 6月 24日下
午，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
副厅长、省委教育工委副
书记王瑰曙莅临我校，在
学校雨花校区第一会议室
为全体副处级以上领导干
部讲了一堂“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课。
党委书记李三福主持并作
总结讲话。

王瑰曙以“坚守初心，
做教育事业的奋进者”为
题，给与会人员上了一场
生动的专题党课。他从坚
守初心，做一名合格党员；
担当使命，做职业教育的

奋进者；履职为民，当好
事业的带头人等三个方面，
阐述了教育工作者应当时
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谱写新时代的教育新篇章
等深刻道理。

王 瑰 曙 简 要 回 顾 了
《共产党宣言》这篇辉煌著
作从产生到传入中国的过
程，他以广阔的历史视野
让听课的党员干部领略了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发展、
壮大等不同历史阶段所形
成的革命精神，从而感悟

“初心和使命”的深刻内

涵。他指出，初心是引领
方向的指路明灯，初心是
防腐拒变的定海神针，初心
是砥砺前行的根本动力。他
说，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一定要牢记入党誓词，要用
初心映照前行，义无反顾肩
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使命，知行合一 ，
砥砺前行，努力做一名新时
代合格共产党员。

王瑰曙强调，我们要
有担当使命的勇气和决心，
要练就攻坚克难的真本领；
要学习业务、提高工作水
平；要多岗历练、提高领

导能力。要勤于思考、提
高思辨能力。要把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当作使命职
责，多去了解、关心师生，
把师生利益放在第一位。
要不断涵养教育情怀，为
国家输送优秀的技能人才。

李三福在总结讲话中
指出，王厅长的报告很精
彩，言简意赅，高屋建瓴。
报告有很强的针对性、理
论性、学术性。他就如何
学习贯彻好党课报告的精
神，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
提高理论修养，提了三点
要求：要深入学习报告内
容，认真领会；要深入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
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不断提高政治站位；要深
入笃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推进学校的改革、
建设、发展，不断提升学
校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在开展主题教育党课
前，王瑰曙还主持召开了学
校创新创业就业工作调研
座谈会。省教育厅学生处处
长黄扬清，省大中专毕业生
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曹敏，省
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
心调研员李昌维，省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办公
室主任曾静及学校党委书
记李三福、校长戚人杰、副
校长卢文涛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学校创新
创业学院相关负责人及艺
术设计学院、商学院、药

学院等二级学院的党总支
书记汇报了各自开展创新
创业就业工作的情况。黄
扬清、曹敏对我校创新创
业就业工作取得的成绩给
予了充分肯定。

在认真听取大家的发
言后，王瑰曙作了总结讲
话，他说，就业是最大的
民生。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在做好学生创新创业就业
工作方面积极探索新思路、
新模式，真正做到了让毕
业生真就业，就真业。希
望学校在以后的工作中要
更加努力，做得更好，树
立典型，保证学生高质量
的就业，在全省高职院校
起很好的示范作用。

（新闻中心 李文彬）

王瑰曙来校调研并讲授党课

本报讯 近日，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落幕。我校派出 5支队伍参赛，经过激烈
比拼，一路过关斩将，喜获 3金 2银佳绩。其中
软件学院“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专业、
人工智能学院“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艺
术设计学院“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分别获

“团体一等奖”；软件学院“虚拟现实（VR）设
计与制作”专业、人工智能学院“4G全网建设
技术”专业分别获“团体二等奖”。

载誉归来，学校分别为“团队一等奖”获
得者举行座谈会，向他们表示祝贺。党委书记
李三福、校长戚人杰希望他们再接再厉，更上
一层楼。指导老师唐俊、杨夏，宋剑杰、高登，
吴玉红、蒋涛及参赛学生柏松杰、刘宇康、肖
文鑫，王海龙、彭佳、刘智辉鑫，田甜、苏俊
分别在座谈会上发言，畅谈了获奖金牌背后的
酸甜苦辣。

（新闻中心 李文彬）

我校在 2019 全国职业
技能大赛中喜获3金2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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