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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工会召开新教师座谈会 

9 月 9日下午，学院工会召开新教师座谈会，学院工会主席姜岩、学院工会委员、各基

层工会主席与 2019 年新入职教师参加，学院工会副主席王丽萍主持座谈。孟凡林为新教师

介绍工会组织的“参与、建设、维护、教育”四项职能和学院工会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各位

新教师从各自岗位角度，畅谈入职学院以来的工作感受，并分别就教学管理、后勤保障等方

面提出建议。学院工会将对教工提出的建议进行整理和反馈，切实为新教师排忧解难。 

 

 

 

 

 

 

 

 

 

学院召开庆祝 2019 年教师节暨表彰奖励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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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日下午，学院庆祝 2019年教师节暨表彰奖励大会在图书馆 601报告厅召开。 

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奏唱国歌。2019年加入齐工程学院大家庭的 66位新教师，由基

础部于丽媛老师带领，面向国旗进行入职宣誓，在全体教职工的见证下，决心履行自己的誓

言，无愧于“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学院党委书记李敏义首先在会上宣读《关于表彰全省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决定》

《关于表彰 2019 年度全省师德先进集体和师德先进个人的决定》《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关于

表彰奖励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师德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蒋春艳副院长宣读《关于对学校首批在线开放课程表彰奖励的决定》《关于认定 2019

年度本科重点建设课程的决定》《关于公布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第一届移动教学大赛结果的通

知》《关于表彰奖励在 2019年上半年各级学科竞赛和技能大赛中获奖师生的决定》。 

出席大会的学院领导为获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颁奖。 

交通工程系宋华代表获奖教师发言，她说：今天是第 35 个教师节，我来齐齐哈尔工程

学院工作已经 11年 2个月零 10天。作为一名教师，我爱我们的学院，与我们的学院共同成

长；我爱我的职业，更爱我的事业，力争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我要永不满足，永不停步，

在做好规范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应用型课程开发的新思路、新方法。她代表获奖教师作出“爱

岗敬业、关爱学生”“刻苦钻研、严谨笃学”“勇于创新、奋发进取”三方面的的保证，决

心把教师节作为一个新起点，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发进取，为学院顺利通过本科教学工作合格

评估而努力，为学院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学院院长曹然彬在大会上讲话，他代表学院向兢兢业业工作的全体教职工致以节日的问

候和祝福，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加入学院的新教师表示欢迎！ 

他说：教书育人守初心，立德树人担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

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求学过程中遇到好老师是人生之幸，

一所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之福。 

值此教师节之际，他向全体教师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当好给学生解惑的教师。怀瑾握瑜，明德惟馨。我们常说：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话，

可能会影响学生的一生。学校无小事，处处是教育。教师无小节，事事是楷模。因此，我们

的课堂不仅是知识传递的殿堂，更是人格养育的圣殿。教师给学生“解惑”，要善于把精妙

的理论变成浅显易懂的道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

想信念、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教师不仅要解答课本上的疑问，还要着眼形势、关注现实，

析事明理，帮助学生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让答疑解惑触

及学生灵魂。使学生真正将教育所带来的影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学生终生受用，让学

生真正喜欢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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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当好给学生授业的教师。打铁还需自身硬，绣花要得手绵巧。要给学生“一碗水”，

教师就得有“一桶水”。有扎实而渊博的学识是成为好教师的基础，需要不断提高授业的本

领，给学生展现良师的形象。因此，作为教师不仅要加强专业学习与学术研究，还要博览群

书。教师的知识文化越深厚，在课堂上才能讲好故事，才能将课程与思政融汇贯通。这样的

老师，学生自会“亲其师，信其道”，让学生真正喜欢你所教的课程。 

三是当好给学生传道的教师。用生命影响生命，用智慧点燃智慧。我们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任务，学生以学习生活的常识、学会生存的能力、认知生命的意义为目标。他们学得怎么

样，与我们密切相关。我们要尊重学生，融入学生，服务学生，时刻关注他们的内心世界，

与学生亦师亦友地交流。传道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

行、品位的“大先生”，让学生真正喜欢学校。 

他在讲话最后激励全体教职工：走进新时代，实现新作为。创校校长、理事长曹勇安教

授在 9月 7日发出了“迎评估，促规范，隐性课程是特色”的动员令。再有 33 天，教育部

专家组就要进校正式开展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我们唯有鼓足干劲，全力拼搏，以迎评促

建的实际行动，为学院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理事长曹勇安教授为全体教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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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文化——隐性课程建设》辅导讲座 

 继 9月 7日周六为学院全体干部作《迎评估中的隐性课程》专题讲座后，9月 12日，

理事长曹勇安教授为全体教师作《学校文化——隐性课程建设》辅导讲座。 

在本次讲座中，曹勇安理事长首先为大家阐释“学校是三个人物在人化环境下互动化人

的场所”以及“校长、老师、学生之间以课程为核心的关系”，指出隐性教育目标要靠显性

课程来实现，强调每节课中都包含隐性教育目标，作为教师要能够挖掘知识点、技能点背后

的励志故事，讲好蕴含着课程培养目标的故事。 

他在为大家解读国发〔2019〕4 号《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 7 个方面 20 条时强调

指出，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关键在专业、课程、教师。在分析课程体系的四种

模式后，指出德国的校企“双元”制是学科体系+经验传递，我国校企“双元”育人是学科

导向+行动导向，“教学任务工作化、工作任务课程化”——将会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

导向模式。要求全体教师认真学习贯彻学院的单元课程（一门课程）教学评价标准和课程体

系（人才培养方案）评价标准。 

接下来，他通过现场播放的多段视频内容，引发教师们对人工智能到来后“将人的关键

特质臻于完善是教育的最佳选择”的思考，要求学院各系要进一步落实好“教师的教案中必

须体现隐性课程和隐性教学目标”，技以载道，技道双修。 

他结合党的教育方针和学院办学发展、学生培养及自身职业生涯经历，为教师们深刻阐

释学院的“应用性职业型的创业者”育人理念——应用性：基础扎实、特长明显，培育理论

与实践融合的能力；职业型：志存高远、人格健全，凭核心素养获人生展示平台；创业者：

勇于创新、善于实践，立足岗位创业放眼独立创业。 

他提出：门课的隐性教学目标，是以教学组织形式和课点背后故事来表现的；人才培养

方案的隐性教学目标，是全部门课都要具有课程思政的功能。要求近期要重点加强教师和学

生对隐性课程的理解内化，使师生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清晰表述校园文化隐性课程和第三、

四学期。 

曹勇安理事长还结合对学院“中而至庸、和而不同”校训演变 3 个阶段的讲述，阐释

了学院建筑物和园林景观设计思想和其中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理念，要求各系

各部门结合实际继续讨论，丰富校训的内涵。 

本次讲座最后，曹勇安理事长结合学院教学改革强调指出：国家六部委《规划》提出的

课程改革核心是“真”。我们要建立真实应用驱动教学改革的机制，让学生在真实职业环境

中真学、真做、掌握真本领；要进一步改革优化教学流程、内容、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探究兴趣和职业兴趣，教师“手把手、放开手、育巧手，手脑并用”，学生“做中学、学中

做、学会做，学做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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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动态】 

建筑工程系举办“建功新时代 筑梦齐工程”迎新生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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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新同学，走向新征程。9月 5日晚，建筑工程系在科技园大楼的学生活动中心举办

“建功新时代 筑梦齐工程”迎新生晚会。 

 

系主任魏春石，系党总支书记、学生工作副主任王丽萍，教学工作副主任曲梦露及土木

工程专业长徐明、工程管理专业长张好徽、风景园林专业长宋兴蕾，辅导员黄青、蔡爽、于

敦续、曹希宇与 280余名 2019级新生一起参加活动。 

今夜，青春在这里起航；今夜，梦想在这里飞翔。伴随着开场音乐《乐队》，迎新生晚

会正式拉开帷幕。在灯光闪耀、热情奔放的音乐中，晚会共分 5个篇章展开，释放大学生的

青春活力与激情。 

第一篇章“青春飞扬”，一首《南方姑娘》《说爱你》，让同学们感受民谣的神韵；舞

蹈《不得了》，更是让同学们在这青春洋溢的校园里，找到独属于自己的那份独特；第二篇

章“志得意满”，动听的歌曲串烧《throw a fit》和劲爆舞蹈《keep on dancing six》，

给同学们带来了强烈的听觉和视觉冲击，让大家对校园生活充满激情与向往。第三篇章“生

日快乐”，伴随音响里播放的欢快“Happy birthday to you”，一根根蜡烛映红了一张张

笑脸，王丽萍书记为本月所有过生日的新生拍手祝福，共唱生日歌，一种感动在同学们的心

底油然而生；第四篇章“盛世花开”，一曲小提琴独奏诠释着青春年华的美好，舞蹈《知否

知否》更是博得了现场同学们的阵阵喝彩与欢呼；第五篇章“满怀憧憬”，一曲合唱《情歌

王》，更是唱出了莘莘学子的梦想和对大学生活的无限向往。阵阵热烈的掌声，台下挥舞的

荧光棒舞蹈《美丽中国》以动感的舞姿、欢快的节奏，点燃了全场同学们的激情。整场晚会

光芒闪耀，节目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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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程系举办 2019 年迎新生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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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晚 18 时，交通工程系 2019 年迎新生晚会在科技园大楼的学生活动中心举行，

系主任张莹、学生工作副主任郭明敬及专业教师、辅导员老师、学长及全体新生一起观看了

晚会演出。 

 

演出中，舞蹈、歌曲、魔术等节目精彩纷呈，现场气氛欢快热烈。随着大学生流行音乐

协会乐队演奏的劲爆音乐响起，本次晚会拉开了帷幕。随后，梨美美同学的《她说》演唱动

感十足、活力四射，瞬间点燃现场观众的激情；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2018 级荆恩松、戴坤鹏

同学的相声《我要学习》，用幽默的语言表述了学习的重要性；信息工程系赵玥同学的助阵

歌曲《我终于失去了你》以及 2018 年校园十佳歌手李欣宇、宫惠滨同学带来的一首歌曲，

以超具实力的歌喉、超有明星范的台风，博得了现场同学们的阵阵喝彩；汽运 171班李宏鹏

同学表演的魔术《迎新专属》，赢得现场同学们的阵阵掌声和惊叹声；英语 181 班王泽奇同

学带来的助阵歌伴舞《匆匆那年》，散发出青春的气息，跃动着青春的活力；汽车服务工程

专业学长刘欢、徐翊宁演唱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将晚会气氛推向了高潮。舞艺工坊金

祎潼等同学带来的舞蹈《Keep on dancing six》，更是博得阵阵掌声，嗨翻全场，为整场

晚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晚会上还出现一个感人的情节，演出期间播放了一段“神秘”的新生家长祝福录音，随

后汽服 191班杨佳欣同学应邀来到舞台上，伴随着《生日快乐》歌曲，系主任张莹和辅导员

张蕾端着精美的生日蛋糕和礼物缓缓走上舞台。在系学生工作副主任郭明敬的带领下，现场

的老师和同学一起为辅导员董晓亮老师和杨佳欣同学唱起了生日歌。“老寿星”和“小寿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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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突来的“惊喜”感动得流下幸福的眼泪，并一同吹蜡烛许愿。杨佳欣同学表示，这是自己

度过的最有意义的生日，感谢系里师生的关怀，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回报母校。 

整场晚会流光溢彩，气氛融洽。交通工程系全体新生将会珍惜美好时光，踏青春舞步，

携梦想起程，在齐工程学院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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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护理系举办 2019 年迎新晚会 

9 月 7 日，健康与护理系在科技园大楼学生活动中心举办 2019 年迎新晚会，党总支书

记、系主任张静，学生工作副主任王丽萍，护理学专业专业长张苗，2019级辅导员姜宏伟、

郑雪、赵勇老师等与新生共同参加活动。 

本场晚会由社团舞蹈、小品演出、新生歌曲演唱和不定时的现场抽奖问答环节构成，倾

心策划、丰富多彩、气氛热烈。主持人诙谐幽默的报幕词，让新生满怀期待；彰显护理特色

的演唱《感恩的心》、幽默风趣的小品《超幸福》、校园流行音乐乐队的歌曲演奏，带来了

心灵的震撼和视觉的冲击，让现场观众热情高涨，掌声不断，打开的手机电筒，随着节奏不

停的晃动，气氛十分和谐融洽。节目过半，主持人读出 9月份生日新生的名单，工作人员推

出精心准备的蛋糕，引来现场一片欢呼，生日歌随即回响在大厅中，让这些新生有惊喜、有

幸福，还有感动。 

晚会以舞艺工坊社团成员带来的舞蹈演出完美落幕，让新生们感受到了来自健康与护理

系大家庭的温暖，激发了新生对大学校园生活的热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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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系举办“新的起点，梦的绽放”迎新晚会 

9 月 8日晚 18时，机电工程系“新的起点，梦的绽放”——2019年迎新生晚会在科技

园大楼的学生活动中心举行，系主任高爱丽、学生工作负责人孙晓芳、团总支书记王虹及专

业教师、辅导员老师与学长和 2019级新生参加活动。 

 

晚会由大学生流行音乐协会乐队演奏的一首劲爆歌曲《新生》拉开帷幕，十分丰富的舞

蹈、歌曲 rap、歌曲串烧、歌伴舞、武术、喊麦、有奖互动等相继上演。蒋雯静和王璐琳同

学的歌伴舞《典狱司》，赵雪松、许博雅、王璐琳同学的歌伴舞《红昭愿》，曲韵悠长、舞

姿曼妙、古风十足，引人赞叹。电气 192班刘博远同学在歌曲 rap《庆功酒》中，用动感十

足的音乐、活力四射的动作，瞬间点燃现场观众的激情，现场欢呼声不断。歌曲《平凡之路》

《违背的青春》《我的名字》，引动全场同学一起跟唱。舞艺工坊同学的舞蹈《Keep on dancing 

six》动作熟练精准，节奏分明，嗨翻全场。机械 192 班赵浴彤、张宇泽、仝苏华、由勇等

4名同学倾情奉上歌曲串烧，为同是 2019级的同学们献上祝福，一时间现场欢声如潮。《匆

那年》和大学生流行音乐协会同学的歌曲串烧《一个像夏天 一个像秋天+找自己》，朝气勃

发，受到在场观众的欢迎。伴随场上响起激烈的 BGM，机械 172班赵雪松同学以超强的控场

能力，引领全场同学一起随着音乐摇摆，释放自我。大学生音乐协会派出的两位实力唱将演

唱的高音《光年之外》技压全场，引得欢呼声此起彼伏。最后，大学生音乐协会合唱团同学

们的《送别友谊地久天长》，为整场晚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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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现场还精心策划有一场生日庆祝会，孙晓芳老师和王虹老师端着精美的生日蛋糕和

礼物缓缓走上舞台，为当天过生日的同学戴上生日头饰，全场同学为他们唱起生日歌。有的

“小寿星”被突来的“惊喜”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在大家的催促下吹蜡烛许愿，度过了一个

难忘而又温馨的生日。他们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这样过生日，感谢所有的同学和老师们，

今后一定好好学习，团结同学，为机电工程系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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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程系举办“风采管理，魅力新生”迎新晚会 

9 月 9 日晚，管理工程系迎接 2019 级新生晚会在科技园大楼的学生活动中心举行，系

学生会指导教师刘娜、专业辅导员老师与新生们一起参加活动。 

本场晚会由该系多个学生社团以及 2019 级新生精心准备的 15 个节目参演，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学院校园最受欢迎的兴趣爱好类社团之一的大学生流行音乐协会和舞艺工坊社团

成员，作为本场晚会的表演嘉宾前来助阵，他们为新生们带来精彩的节目，开场就点燃全场

气氛。该系全体党员带来的诗朗诵《青春赞歌》，激励同学们博学多思、开拓进取。王泽奇

等同学的歌伴舞《匆匆那年》，引发同学们对过往成长经历的回忆。姚池同学伴随典雅的音

乐，以优美的舞姿讲述成长与蜕变。马楠与康嘉伟同学带来的说唱歌曲《说散就散+野狼

Disco》，更是嗨翻全场„„ 

今夜，歌声飞扬，为大学生活展开美妙的篇章。伴随着大合唱《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的

优美旋律，本场迎新晚会圆满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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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教学工作坊：两位专家分享叙事之道 

9 月 10 日上午，应学院教师发展中心邀请，台湾生涯发展与咨询学会理事长、阳明大

学教授黄素菲和台湾商业大学教授黄正旭做客学院第五期教学工作坊，与来自各系、各部门

的 100多位教师主讲《叙事治疗理念在教学上的应用》。学院副院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张

振笋主持活动。  

黄素菲教授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基于叙事治疗理念，从概括与特定、共相与殊相、专

家到地方、概念到故事、单一到多元 5个方面，结合网球名将李娜、设计师马可等案例，分

享了“教育就是愿意相信并鼓励学生发现自我的过程”。黄正旭教授通过现场组织生命自传

体验活动，让参加活动教师觉察自己人生最重要的生涯构念，拓展并思索自己的生涯发展空

间，进而影响自己未来的生涯规划与行动。他指出：叙事应用于教学，就是以“隐而未现”

的问话，开启学生心中的渴望。 

张振笋副院长在总结中充分肯定此次工作坊的意义和价值，认为基于叙事理念促进德育

落地、教学开展，是学生主体的回归，是教育本意的体现。提高教师叙事能力，是发掘隐性

课程资源的有效途径，更是教师自我成长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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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专业联合校企合作基地进行《食品安全综合实验》 

课程改革 

《食品安全综合实验》课，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于大四第一学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

该专业与其校企合作基地——齐齐哈尔科信技术检测有限公司合作，通过跨界课堂进行了

《食品安全综合实验》的课程改革。 

本门课程设有 6 个校内模块和 1 个企业模块，学生可以选择校内的 6 个模块或选择 3

个校内模块和这一个企业模块进行学习。选择企业模块的同学在公司具有高职称指导老师的

带领下，完成相应的理化检验项目，如运用凯氏定氮法测定氮含量、阳离子交换量等 6个项

目，在真实的职业工作环境中，达成知识、技能、素质目标。同时，公司指导教师和校内教

师共同参与学生的成绩评定，体现了评价主体多元化与客观性。 

 

为促进学院评建工作，加强交流，学院党委宣传部特编辑、印发《迎评促建宣传简报》，

请各部门、评建工作组积极投稿。投稿：党委宣传部贺明杰办公平台 内线电话：6022 

 

报：学校迎评促建工作领导小组 

发：各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