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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亲历者，是担当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大学

生的人生指明了政治方向，明确了责任担当、

行动指南，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文章从坚定

大学生理想信念、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提

高课堂教学效果等方面提出了推进大学生学

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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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

的首要政治任务 , 也是高校的神圣职责和使命。如何“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创各领域各项工作的新局面的案例。许

多重点高校相继成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中心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青年学习社，不断推

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

头脑。可见，推进大学生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是每所高校的重点课题。

1   推进大学生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必要性

进入新时代，目标有了新要求。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青年大学生是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参与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

道路上会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

的惊涛骇浪。青年大学生更要通过学习宣传新思想，自觉承担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担当。

1.1  巩固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

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可见，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

向和发展道路，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至

关重要。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把握“两

个巩固”根本任务，把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作

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推进大学生学习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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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青年大学生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也是意识形态领

域的主要争夺者，在面临西方敌对势力不断的西化、分化的危险时，高校更要坚定青年大

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理想信念的坚定，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让青年大学生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学会明辨是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巩固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高校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1.2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迫切需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青年明确了责任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青年本质、青年地位、青年教育、青年成长成才等青年工作与青年发展的诸多重要

论述，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青年篇”[1]。习总书记明确强调了青年学

生要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与时代同心同向的系列要求，勉励青年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注重价值养成，着力勤学，锤炼意志品质，练就科学思维，勇于创新创造，敢于实践，牢

记责任担当。新时代中国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过程中，青年肩负着重大

的历史使命。青年大学生，是实现“四个伟大”的中坚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生力军，应当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之中，这是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担当。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同北大师生代表座谈时对广大青年提出了要具有执着的信念、优

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这 4 点要求，才能担当新时代重任。

1.3  促进青年大学生成长奋斗的内在要求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当代青年成长于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潮交流交

融交锋的时代，思想意识多样化，容易受不良思想的影响，如果不用正确的价值观引领青

年大学生，成长中的青年大学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因此，我们要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之深入到大学生的脑海与心灵之中。2018 年五四前夕，习

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要求青年，一是要爱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二是要

励志，立鸿鹄志，做奋斗者。三是要求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四是要力行，知行合一，

做实干家 [2]。习近平新时代青年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引领广大青年投身“进行伟大斗

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树立当代青

年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确保青年工

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为新时代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建功立业提供了科学的行动

指南。

2    对大学生学习宣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要求

大学阶段是青年价值观形成时期，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九大报告为青年

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前行路径。

2.1  坚定理想信念

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理想信念的支撑和指引，要把好理想信念“总开关”。

当代青年大学生面对着深刻变化的社会、丰富多样的生活、形形色色的思潮，更需要在理

想信念上进行有力引导。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用浓墨重彩的一段话专门论

述青年、寄语青年，“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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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3]。

2.2  提高政治觉悟

作为新时代的中坚力量，青年大学生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崇高的政治使命感学

习党的十九大报告，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并自觉地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融入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中，用来指导学习和将来的工作。

2.3  系统学习理论

青年大学生不能只从课堂上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学习不能碎片式

化。大学生可以每天通过看报纸、听新闻了解相关理论，还应当逐字逐句地通读十九大报

告及系统学习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大学生要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让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渗入自己的灵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3    推进大学生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路径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供政治保证，一是要引导大学生正确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

要意义、主要内容及精神实质，统一认识，坚定“四个自信”。二是要引导大学生坚定理

想信念，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只有思想上正确理解，行动上才能自觉去奋斗。

3.1  成立专门的宣传研究机构

充分发挥宣传部门在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引领作用。

在学生中建立青年马克思主义工作室、在教师中成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工作室，学校

层面成立德育研究所，专门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不同层次的学

习、宣传、研究，提高全体师生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如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机构为广大青年大学生提供了新的学习平

台与载体，在增强广大青年大学生政治坚定性和自觉性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学习宣传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有力抓手，是在大学生中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

要阵地。

3.2  发挥各级党团组织的积极作用

党团组织是高校学生的主要组织，通过党团组织开展各种活动，可以通过党团组织宣

传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这一理论作为党团组织学习的主要内容。

每个月的党支部学习、团组织学习，通过讨论交流，进一步加深对此理论的认识。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校园文化建设，在科技创新节、文化艺术节等课外活

动融入新思想，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用新思想培育一代新人。推进大学生系统学习并深

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大学生搭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

思想、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平台。 

3.3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

大学生生活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手机，人人都有微信，并且每天都离不开微信。

有的学生还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如果在教师的引导下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宣传，比教师在课堂上说教的效果要好。学校每个党总支都有党建工作微信公众

号，由学生自己运营，主要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如广东白云学院大数据与计算

机学院专门开设了一个栏目——听君一习话，每周推送一至三篇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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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党总支书记、支部书记、支委委员及党员朗读，并通过微信公众号发送，全班同学、甚

至全学院的同学都能学习。

3.4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

以学生的需求为教学目标，改变满堂灌输的课堂教学模式，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以

学生的需求为中心。如个人梦想如何融入中国梦，择业就业、创新创业与实现中国梦的关

系等等。课堂教学与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让大学生走进乡村街道，向村民和居

民开展学习宣传活动，通过大学生内化的知识传授，加深大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大学生社

会实践，把已学到的相关理论传授给乡村老百姓，从而，进一步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大学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要始终与党中央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保持一致，站稳政治立场，勇担历史重任。听党话、跟党走，是大学生的

政治选择。大学生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大学生要时刻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

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基本把握上，不断增强“四个自信”，

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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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witnesses who have achieved the goal of "two hundred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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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革命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在新时代具有积极的意义，通过探究革

命文化的内涵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价

值关联，分析革命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实现的现实困境，提出以构建革命文化氛围

融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更好地增强

高校将革命文化融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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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指出：“在 5000 多

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

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

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 其中，革命文化

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兴起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形成

于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我党宝

贵的精神财富。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文化自信和文化

自觉以及培育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革命文化的内涵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价值关联

1.1  革命文化的内涵

“革命文化”一词最早由毛泽东提出：“革命文化，对于人

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

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2]

当前，在学界已形成革命文化内涵的共识，即“革命文化源于中

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

形成的物质文化、精神文明和制度文化的有机统一体，丰富、发

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3] 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到延安精神和抗战精神，再到西柏坡精神等，它们共同凝聚成革

命文化的精神特质，不仅是激励中国人民革命前行的不竭动力，

也是激励新时代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支撑。

1.2  革命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价值关联

在新时代大学生群体中开展革命文化教育，关系着培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将革

命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有直接的内在价值关联。第一，

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加强革命文化教育能强化大学生

对革命文化的了解和领悟爱国主义情怀，自觉肩负起民族复兴的

革命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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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使命，对于塑造大学生优秀品格、坚定信念等方面具有直接的内在价值关联；第二，

有利于大学生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益尖锐复杂，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

凝聚力和向心力。”[4] 将革命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助于大学生在经济全球

化浪潮下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袭、抵御西方意思形态的渗透，生成抵御“和平演

变”“颜色革命”和“历史虚无主义”等图谋的自觉性；第三，有利于加强党建工作和维

护党的执政安全，以革命文化推进党建工作和执政安全具有鲜明的逻辑理路，是奠定全面

从严治党的价值意蕴的逻辑起点。让大学生了解革命文化、革命精神可以促进他们对党的

拥护及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2    革命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价值实现的现实困境

当前高校革命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是高校作为施教

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力度缺失，另一方面是大学生作为受教客体自身革命文化素养的缺失。

2.1  高校作为施教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力度不足

革命文化之所以具有持久生命力，是源于其与当代精神追求的契合，但是当前高校革

命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认识不够充分，没有形成全方位革命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校园

环境。

首先，高校思政课堂中革命文化教育力度的不足。革命文化目前主要通过《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课程的课堂教学，但由于课时的限制以及学生对思政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致使革命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未能得到有效实现。

其次，高校党建培养学生党员革命精神教育不够全面。当前，西方社会思潮和价值观

念输出及历史虚无主义伴随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逐渐在中国蔓延，尤其是一些否

定歪曲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社会思潮对学生党员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产生了负面影

响，导致学生党员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产生动摇，造成一些学生党员出现“信

仰危机”“理想真空”等思想问题，甚至有部分学生党员崇尚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和官僚

主义，缺乏艰苦奋斗和积极奉献的意识。

再之，高校校园营造革命文化教育氛围不浓厚。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伴随

招生规模的扩大，校园规模也逐渐扩张，校园建筑和园艺设计日益美化，但却忽略了与之

匹配的校园革命文化的建设，导致革命文化在高校中难以沁入人心，过渡的校园娱乐活动

甚至产生了解构课堂革命文化教育的效果。

2.2  大学生自身革命文化的意识薄弱

新时代大学生缺乏对革命文化的了解和体验，导致其革命文化的意识薄弱，主要是由

于其所处的年代、生活条件及其思想状况所造成的。

首先，现在大学生多为 95 后，与革命文化形成的年代相隔较远，他们了解革命文化

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老师讲述、书籍和影像资料等间接习得，加之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上的

蔓延，利用博客、论坛、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传播有关革命英雄、民族领袖的恶搞视频、

段子，造成大学生群体对革命文化产生理解偏差，有的甚至是误解。

其次，大学生成长于较为优越的环境中，使其对革命先烈们所经历的物质匮乏难以感

同身受，在价值和文化多元化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思想和思维较为独立和灵活，

但也容易受到非主流价值观和文化的影响，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积极推行“和平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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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颜色革命”，导致一部分大学生在接受了西方思潮和价值观的影响之后反而对革命

文化产生排斥心理，在价值观认同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再之，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是家中主要被呵护对象，形

成了以我为中心的意识，相对缺乏集体精神和奉献精神，对革命精神也难以产生共鸣和深

入理解。这些都是导致当前大学生革命文化意识薄弱的原因。因此，须加强大学生革命文

化教育，增强其革命文化的认同感。

3    构建革命文化氛围融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空间

解决革命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现实困境，需要构建革命文化氛围融洽的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空间。高校实体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构成了大学日常学习生活的空间，将

革命文化融入这两个空间中对实现革命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1  构建革命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校园实体空间

革命文化教育的校园实体空间指高校中可接触的多维存在物，如校园、课堂、宣传栏、

图书馆和革命文化类教科书等以及相应的专业人员。构建全方位革命文化育人的思政校园

实体空间可从以下方面进行。

第一，将革命文化融入思政课堂教学。高校课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针对过去

分散化的缺点，对思政系列课程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结合每门课程的特点开展革命文化专

题教学。革命文化教育不仅要融入思政课堂，还要融入到各学科课堂中以形成系统化的革

命文化教育系统，将革命故事融入到教学内容中、配合情景教学寓教于情，可采用老师讲

述、多媒体展示或学生组织重现历史类节目的方式来呈现于课堂，也可有计划的组织学生

实地参观寻访与课程内容相关的革命足迹、感悟革命精神，通过实践和情感的结合使其自

觉内化为自身的思想方式和行为习惯。

第二，将革命文化融入学生党组织建设。学生党员是经过党组织的培养和考验的同学，

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党史基础，可成立革命文化教育小组带领学生党员定期开展学习革命

文化、领悟革命精神活动，包括革命文化理论知识学习和开展革命文化实践学习活动，双

管齐下将革命文化内化于思想、外化于行为，逐渐形成坚定的革命精神信仰，让学生党员

成为大学生群体的革命文化模范先锋。

第三，将革命文化融入校园活动。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生

的生活方式、生活阅历、生活旨趣等都呈现新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借助有特定意义的节日、

纪念日开展革命文化的教育活动，结合校园文化艺术节打造高品质的革命文化类艺术节目，

以及创办有革命文化特色的期刊杂志。此外，还可将能体现革命精神的书画、名言警句、

塑像等革命文化元素融入到校园环境中，营造全方位革命文化育人的校园实体空间。

3.2  构建革命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虚拟空间

革命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虚拟空间指以革命文化为主题、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构建

的网络虚拟空间。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小型智能终端的普及，

让网络虚拟空间成为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必不可少的第二空间。对此，高校革命文化教

育应与时俱进构建革命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虚拟空间。

第一，为学生打造信息化网络互动课堂。既可以在实体课堂中通过网络采用主题鲜明、

形式多样的方式以增加大学生对革命文化了解的趣味性和吸引力，也可以创建校园网革命

文化课堂平台给予其学习时间、地点的自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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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搭建学生学习革命文化的自媒体平台。伴随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智能移动

终端的普及，微信、微博等社交软件使用日益频繁，马克思主义学院可借助这些自媒体软

件平台打造革命文化的网络体系，即时传播革命文化以增强革命文化的感染力与渗透力。

第三，丰富校园网络平台革命文化资源。结合大学生特点对革命文化资源进行选择和

开发，从革命文化教育资源的价值标准、基本原则、内容要求等方面进行科学选择，如可

将经典革命文化书籍、能体现革命精神的电影放到校园网络平台供学生学习，实现革命文

化中的精神内核切实转化为大学生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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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ANG Jian-hua
(Facilty of Marxiam,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the new era. By 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trinsic valu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listic predicament of realizing the valu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puts forward that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integrating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to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be better enhanced by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spa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culture;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politic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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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流通速度的

加快，高校中的问题和矛盾也逐渐凸显，突

发事件发生后，会立即引起舆论、网络信息

的关注 , 互联网的全面普及，高校网络宣传

方式急速了网络舆情的发展，为了高校在新

媒体环境下更好地发展，需要分析出突发事

件下网络舆情的应对，本文开始介绍了高校

网络舆情的内涵和主体，然后分析了网络舆

情的主要特征，再探究了形成原因，再整理

出高校突发事件下网络舆情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新媒体环境；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

管理；应对策略

收稿日期：2018-12-26

作者简介：张佳（1988- ），女，山西平遥人，

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教育方面的研究。

当今世界，在互联网的基础上新兴的新媒体技术成为有史以

来发展最快、影响最深的媒体技术，也是当前高校大学生社交和

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而校园网络建设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一所高校的综合实力，所以它是机遇，更是

挑战。高校突发事件的发展严重影响到学校的教学秩序，学生作

为网络的主力军，其多元化的观点和看法对突发事件，对网络舆

情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因此，要想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突发事件

下对网络舆情的应对，需要高校做好网络舆情管理和引导工作，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形成一套完整的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策略体系。

1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含义及特征

1.1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含义

高校突发事件，指的是在校园内因自然因素 人为因素或社会

政治因素突然引发的，以在校师生为参与主体，不以学校管理者

意志为转移的，易造成环境破坏、财产损失、人员伤亡，对学校

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学习以及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冲击和影响的事

件。

1.2  高校网络舆情的主体

高校网络舆情主体是在校大学生，学生在此期间处于认识世

界的关键期，他们具有敏感的接收能力，对初生的事物好奇，热

衷于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网络已经融入他们的日常

生活和学习过程中，高校网络舆情很大程度上是大学生思想意识、

情绪反应、价值判断、心理和行为方式的最客观的反映。

2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主要特征

2.1  舆论主体的特殊性

在校大学生年龄集中在 18 至 22 岁，他们正处在思维活跃、

探索意识强的阶段，接受高等教育，在学术领域有自己的见解，

新媒体环境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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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涉世未深；有意愿表达自己的想法却缺乏方法；创新意识强却缺乏理性思维。所以在高

校学生中普遍存在跟风、从众等现象，而他们对于社会问题往往通过网络进行呼吁 [1]。

2.2  事件的复杂性

网络舆情的形成以突发性事件的出现为起点，进而通过网络的传播方式，对事件进行

传播和发酵，这种传播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形成网络舆情的扩散。在事件发生初期，因信

息的不完整，舆情整体上以猜测和质疑为主。在舆情热点形成以后，网络舆情会随个人的

观点、舆论的导向而发生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事实的本质，而发展成为事实的攻击

或辩护。据统计，高校突发事件：第一，在校大学生个人利益诉求；第二，社会矛盾；第

三，社会突发事件和敏感性问题；第四，权利制约与群众监督问题。同时，在当今社会，

全民参与已经是很平常，随之而来的是情绪化评论、肆意言说、恶意炒作等舆论问题，信

息多样化为学生带来便利，但也为不良舆论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2.3  管控的困难性

因网络虚拟化的特点，大多数网络舆论信息都是出处不明，且网络传播较快，会在短

时间内形成强大的影响力，使得高校在舆情管控方面困难重重。许多高校没有建立专门的

网络舆情管理机构，也没有完善的舆论监控系统、引导和联动应急机制，主体不明确，管

理制度有待健全，网络舆情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校大学生自我控制能力和道德修养。

3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管理现状

3.1  网络舆情管理和引导观念有待更新

很多高校的管理机构对网络舆论的重视程度太低，没有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意识。而高

校网络舆情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学校的稳定，目前高校媒体传播和舆情引导还是以单向

宣传和被动解释为主要组成部分，无法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变化。

3.2  网络舆情管理和引导模式有待完善

传统媒体盛行的时期，高校大学生只是被动地接收外界信息，不能第一时间对引起舆

情的事件进行解释说明，或者跟进调查，对事件发生所产生的舆论不能及时关注并进行引

导。对舆情监管和处理方法落后，对舆情收集、分析和判断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导致事件

因责任不明确、缺乏整体联动的现象，引发舆论，影响高校稳定。

4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管理与引导策略

4.1  更新工作理念

行动需要思想的支配，新媒体在高校网络舆情的产生、传播、消失等过程中发挥着越

来越大的作用。如果高校没有正确地认识到新媒体的功能和重要性，工作观念还停留在传

统媒体所存在的时代，将会使当下的高校网络舆情管理不到位。要想做好管控和引导工作，

必须了解并掌握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的特点和传播途径，控制其发展和传播，从“被

动处理”变为“主动预防和引导”。

4.2  加强工作部门工作效率和传播队伍建设

配备专业的网络舆情管理人员，对其进行实时监控和预防，对高校信息进行及时发布

和更新，以免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利用监管漏洞对高校安全和稳定造成威胁，使高校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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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常态化。除此之外，高校还应设立联动管理工作机制，由舆情管理部门、学生干部工

作部门、宣传和保卫部门等多个部门组成，共同监督，共同管理，在突发事件出现时能最

大限度的减轻对高校的社会影响。

4.3  健全新闻事件宣传引导机制

因为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舆情传播效率很高，所以要想进行有效监管，必须要做好校园

网站、校园公众号和校园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建设，主动形成高校新闻事件的宣传阵地，提

高校园在社会上的信誉度，避免传闻和谣言等网络舆情的产生，从根本上解决网络舆情监

控方式。此外，还要加强高校与在校大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引导学生理性地看待出现的

问题，同时也可以通过网络合理地、适度地、正确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然而最需要注重的

是学生的现实需求，并进行有效疏导，从根源上避免现实问题传播至网络舆情。

4.4  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机制

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提高对舆情的预报，相关部门可以进行提前防范。高校如果

要做到对舆情的监控和收集及时，就需要借助学生干部工作部门等深入学生内部的部门，

及时关注大学生的思想状态，所处环境。同时对各种信息和舆论进行系统化、结构化，分

析其发展趋势并进行后果预判，采取应对措施，避免舆情严重造成的危害严重。

4.5  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

高校网络舆情信息内容源自校园生活，新媒体环境下，高校要加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

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网络，客观地看待现实生活，合理地在网络上表达诉求。比如教育学生

自觉抵制外来文化的不良因素和扭曲价值观，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校园文化建

设，丰富学生课外活动，使学生在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中提升自我修养，培养良好的道德

品质 [4]。

5    结束语

互联网时代，高校网络舆情传播由新媒体承载着，其不利的传播会影响到高校的安全

稳定，同时也会降低高校在社会人群中的信誉度。因此，高校要想在新时代中发展，就必

须要加强高校网络舆情管理与引导力度，保证高校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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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Countermeasures online Public Opinion of 
Emergencies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ZHANG Jia
(Faculty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51045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speed of information circulation,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After an 
emergency, it will immediately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public opinion and network information. 
The comprehensive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way of network propaganda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led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For a better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response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under the emergenc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notation and main body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alyz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probes into the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and 
arranges out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under the unexpected ev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new media environment; emergencie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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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方应用型本科设计专业课程建设

是各院校转型发展的基本任务，目前这项建

设工作还处于试验阶段，课程内容、结构、

设计都存在许多亟待探索的难题。本文从地

方应用型设计人才培养目标出发，运用分析

与综合的问题研究方法，阐明了几点目前普

遍面临的课程设置不完善之处，指出专业度、

国际化、校企联动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思路，

并结合国外成功经验初步探讨了可能的解决

途径。

关键词：设计；应用型本科；课程建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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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设计教育、绿色建筑环境设计方面

的研究。

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设计教育在经历 90 年代和 2010 年

前后的“井喷式”增长后，人才培养数量以每年近百万的规模稳

居世界第一，其中不乏优秀人才，设计已经是支撑我国经济转型

的基础学科，应用范围极其广泛，且影响力呈上升态势。但与发

达国家办学理念和具体做法相较而言，我国应用型设计人才教育

发展仍显落后，国际竞争力还有待提升。在这种情势下，为了让

设计能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服务功能，国家对许多（地方）院校

的设计教育提出了应用型转向的要求。课程结构是转向主体的重

要基础部分，教学内容、方式的科学性、合理性、应用性是教育

成败的关键。面对当前对高水平（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应用型（具

有实践创新能力）设计人才的需求，改进完善地方应用型本科设

计专业课程结构的重要性已日益凸显。

1    地方应用型本科设计专业课程的建构理念

地方应用型本科设计教育有区域性和实用性两个特征，其课

程建设一言以蔽之，即：用什么样的内容和方法来进行区域适用

性人才培养。设计素养、职业能力、创新思维、实践能力是课程

设置的定位基点。课程构建要根据院校自身及地方的优势和特点，

为学生设置符合区域社会经济建设与发展对知识、技能、素质、

能力的需求，并能体现办学特色的课程体系。在具体教学内容、

形式、运行的构建中，要以为地方企业、行业、产业、区域发展

服务为导向，把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放在首位。在课程模块与课

时分配上合理设置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专业课程与综合课程、

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校内课程与企业课程、本土课程与国际课程，

体现出与研究型本科教学课程差异化的实践导向教学特征，有针

对性地培养适时适域的高水平应用型设计人才。

关于我国地方应用型本科设计专业课程建构的思考

高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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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方应用型本科设计专业课程结构存在的问题

2.1  课程定位不明确

地方应用型设计教育脱胎于传统设计教学模式，在转型发展起步阶段缺乏经验，很多

课程设计精细度不够，课程准入机制尚不健全。现行的课程结构虽已开始区别于学术型教

学，但其定位不明确性与体系不成熟性表现在建设思路混杂且教学主轴线含糊不清，没有

可依循的课程构建范式。这导致很多课程具有某种试验性和探索性，故各个院校做法五花

八门，对实践教学的形式设置不妥、分量把握不准、课时分配不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

观性，甚至教师是以自己的专业兴趣为基点，而不是从学生需求出发。[1]26

2.2  实践课程忽视创新思维

目前的实践课程结构模块多数是培养操作性能力，并且存在以讲授老师为主和老师实

践参与度低的现象，这对于应用型设计人才的创新思维培养而言则显得保守，有些学生学

会了软件却画不出设计图就是创新思维贫乏的典型表现。实践型设计师教育也不应忽视对

创新思维这一设计人才之基本素质的培养，这块短板必然会使设计操作能力和项目执行能

力打折扣。这种短视的教育做法所培养出的设计思维不活跃的学生，在未来很难向更好更

高层的工作环境跃迁，这种被动局面对学生的职业发展无疑是不利的。

2.3  理论课程内容滞后

设计学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综合性，知识更新迭代速度最快的专业中，设计

专业位其一。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重点工作不在于理论研究，所以容易出现理论课程内

容陈旧，缺乏设计发展的前沿成果，对于时下重要的热议设计话题极少见诸于教案中。同

时，十年如一日的教案也不在少数，甚至一些上个世纪的设计研究成果在很多院校被当作

学术前沿来讲授。未来设计领域的知识更迭将越来越快，这样的理论课程内容显然不能适

应实践导向的理论思维和分析能力培养。

2.4  国际交流深度不够

学校从国外请进来的设计师、专家与学者一般是做全英文的演讲或报告，地方应用型

本科设计院校学生的英文能力普遍较弱，他们基本不能完整吸取一场讲座的思想和知识内

容。这也导致目前极少有地方院校可以开设全英文外教授课的课程。除了少数长期在外生

活学习的交换生和留学生，国内院校学生外出学习以参观为主，很少有深入学习的机会。

目前国际交流学时少且效果不佳的现状，不可能让学生清晰地接触到国际前沿的新动态、

新趋势、新思想、新技术和新工艺。

2.5  缺乏校企共建课程

校企共建课程是校园内的学生了解企业和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它能有效打破校内课

程学院派基因的原生封闭性。明显的例子是，学生认真完成的作业往往可以在各种设计比

赛中获得不错的奖项，艺术文化形式美和基本功能的表达受到肯定，但当以现实角度直面

企业时，其低下的转化率说明这些作品与市场还有一定的距离。目前校企共建课程门类较

少，在实践课程中只是以工作室教学为主，更遑论理论课程，这不利于让学生真正贴近专

业、贴近企业、贴近市场、贴近社会。

2.6  企业课堂形式化

应用型设计人才培养与企业和社会需求的结构性错位已是地方本科院校毕业生面临的

最主要矛盾。[2] 笔者所在的教学单位也确实感受到了这种压力。由于企业课堂建设缺少国

家政策法规的保障，管理和激励机制尚不完善，企业课堂数量虽多，但多半停留在一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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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阶段，真正为学生提供规范性教学与平台的实际进展项目甚少。绝大多数的功利性企

业无心教授学生太多知识，学生沦为输出价值的廉价劳动工具。企业课堂作为课程支持平

台，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知识拓展能力培养效果并不理想。

3    地方应用型本科设计专业课程的改革路径

3.1  课程特色化

地方应用型设计专业课程差异化定位是欧美国家的教学共识，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课

程内容和目标分类为知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六个级别，[3]4 不同层次院校的

同一门课程按由低到高的等级有序衔接，部分院校可以只提供前三类课程。[4] 四年的课程

既要梯度融合又要重点突出，一年级重基础训练，二年级重技术应用，三年级重知识整合，

四年级重社会服务。院校在扩大应用型办学规模的同时，应非常明确地以自身资源优势和

地方环境优势为依据，通过课程结构建设凝练区别于其他院校的办学特色，培养出较研究

性本科学生具有实践能力、较高职学生具有国际视野和思维优势的符合地方发展需求的应

用型设计人才。各地方院校需不断努力探索，为应用型本科设计专业课程建构范式提供有

意义的参考依据。

3.2  完善实践课程的专业维度

地方应用型本科设计人才是执行设计项目的主力军和先锋队，也应该是参与设计创新

的重要力量。实践课程教学是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的重要基础环节，其课程结构必须

内含创新能力提升的培养内容，职业教育气氛浓厚的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的实践课程内容就

尤为重视“Freedom of Expression”和“Diversity”。专业实践课程在整个课程结构中要占

到绝大比重，在实验、实习、实训、社会实践、毕业设计（论文）和综合训练这一实践课

程体系中，创新思维培养的比重应不低于 15%，特别是在操作性极强的软件课程中，要注

意不能忽视创新思维的训练。跨学科（“Diversity”课程内容）合作训练对学生在操作过

程中的协同创新能力培养特别重要，部分综合性实践课程中至少要有一个跨学科教学模块。

3.3  理论课程多向衔接

注重实践教育的芝加哥艺术学院运用跨学科理论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该校的

一大特色，异军突起的设计专业本质上是学科交叉的结果，理论课程介绍一些其他学科的

知识、前沿理论发展，如长尾理论、涌现、人工智能、大数据……都可能为设计创意与设

计创新提供灵感来源，并能非常好地发散学生的设计思维，培养其想象力和创造力。理论

课程还需要以产学研结合的思路来设计，课程内容要紧跟知识更新的节奏，借助与真实设

计实践相结合和增加互动环节的方式，使理论课生动化，激发学生去主动思考设计问题，

培养学生的分析力和理解力。

3.4  鼓励校外资源进课堂

3.4.1 校企合作

接触真实设计工作与行业环境让学生了解客户和市场，并且软件操作、绘图识图等技

能，以及竞争意识、责任感等素养，在企业里的学习效果更好且速度更快。这一过程中学

生所获得的成就感会使之对专业学习产生信心。院校应尽量为合作方提供便利条件，必要

时适当向企业让利，主动促进课程建设的多主体深度融合，凝聚各方资源研究行业趋势与

社会需求，制定具有特色的合作课程。加州艺术学院开设的学院、企业、政府一体化创意

设计课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在课程安排上，可以在一、二年级组织参观设计公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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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企业，三年级时根据专业课程安排真题真做，四年级时进入企业课堂参与设计项目的

全过程，在中高年级开设校企共建课程。

3.4.2 国际交流

根据专业特色学习国外先进的课程理念和构建方法，符合本校实情的课程可以照搬，

原版特色教材可以引进。[5] 请国外知名教授、专家、设计师、学生来校深度参与课堂教学

与交流，为高年级学生打造设计专业的国际化课程。完善定期境外交流、交换生、学分互

认等国外课程体制，让一部分优秀的学生走出去直接接受发达国家的先进设计课程教育。

另外，提升学生的国际普通话水平是国际交流的基础，课程结构要有专业英语和日常英语

课程，没有条件独设专业英语课的院校要将英语能力培养融入整个课程体系中。

3.5  强化课程准入机制

组建专业教学委员会（可包括行业人员）论证制度，采用课程设计的多人负责制，公

开大纲、计划与教案等课程信息，强化在课程体系制订过程中的论证和审议机制，已开设

的课程也要有退出机制，对于没有随需求变化做动态调整的课程需执行“一次预警”“二

次淘汰”。课程评价需依照地方应用型本科设计人才培养目标，研究知识点、能力点与素

养点的设计和划分在各教学模块中的结构配置与顺序安排，认真分析课程目标与规格的培

养标准实现矩阵，严密论证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包括方法、途径与工具的价值意义。防止

课程设置的随意性、盲目性和主观性，严格杜绝不符合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和因人设课、

课程重复等现象。

4    结语

地方应用型本科设计专业课程建构具有它的历史特殊性，绝大多数院校处于转型试验

与探索中，专业度、国际化、校企联动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建设思路，课程建构范式的形成

需要各院校共同努力。课程设置要以学生为中心，从“高”素质和“高”技术双重向度定

位，强调以能力为本位并以职业活动为核心。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方多种资源，实行双

元制课程教学体系，采用核心阶梯法衔接基础教育、专业教育、技术教育、能力教育、素

养教育的方法统合课程体系。为学生搭建起多重心网络化的知识能力结构，实现地方应用

型本科设计教育向社会输送实践能力强且符合地方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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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Local Applied 
Undergraduate Design Specialty in China

GAO Yun-ting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510450，Guangzhou)

Abstract: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design 
major is the basic task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this construction work is still in the experimental stage, an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to be explored in curriculum content, structure and design. Based on the objective of the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design, this paper exerts the method of analysis and synthesis problem, 
expounds some of the present general problems in the course, points out that the professional 
degre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linkage of university-enterprise are indispensable basic 
ideas. In addition, the possible solutions are discussed in the light of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foreign countries.

Key words: desig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he local

高云庭：关于我国地方应用型本科设计专业课程建构的思考



18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JRUAT   2019-12-25    第 26 卷第 2 期

摘   要：黄培芳对诗歌理论的贡献，集中体

现在《黄培芳诗话三种》（《香石诗话》《粤

岳草堂诗话》《香石诗说》）中，《黄培芳

诗话三种》反映了岭南诗坛清初至乾嘉时期

的风貌，由于成书在诗话创作高峰期的乾嘉

时代，没能引起当时学界的关注，但作为岭

南诗歌批评史中重要的一部分，其地位是不

可忽视的。黄培芳的三种诗话，是诗话似随

笔，文风简洁语言活泼。其诗歌批评观除了

推崇唐诗、肯定诗歌功能的多面性、欣赏自

然纯真的风格之外，最突出的主张体现在“真

性情”“诗话之作，固以论诗，兼以志美”“诗

贵独造”三个方面。

关键词：黄培芳；黄培芳诗话三种；诗歌主张

收稿日期：2019-01-18

作者简介：张美娟（1969- ），女，维吾尔族，

湖南常德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应用

写作、古代文学方面的研究。

1    黄培芳其人

黄培芳（1778-1859），字子实，一字香石，晚号粤岳山人，

广东香山人。嘉庆九年（1804）副贡。历官内阁中书、陵水、大

埔县儒学教谕、肇庆府学训导，后主讲学海堂，是清代嘉庆、道光、

咸丰年间的学者、画家、教育家、著名诗人和诗评家。与谭敬昭、

张维屏并称“粤东三子”，著书数十种。他对诗歌理论的贡献，

集中体现在《黄培芳诗话三种》中。其时的北方诗坛领袖翁方纲

曾对《香石诗话》“深加赞许”，黄的弟子孔继勋认为“至吾粤

之有诗话，自吾师《香石诗话》始。其书持论甚正，既深为覃溪

先生所许，而发明七古诗法，尤有功学者”[1]59“先生复撰《粤岳

草堂诗话》，多所表彰，更宜精蕴”[1]59。可见，黄培芳诗话在那

个时代诗坛的影响。中华书局 2005 年出版的蒋寅撰《清诗话考》

一书下编“清诗话经眼录”嘉庆、道光卷中，也提到这三种诗话，

并对每一种诗话的内容作了简明的梗概，也可见，黄培芳的三种

诗话在清代诗话中的地位。而学界对于黄培芳诗论的研究成果甚

少，这些现有的研究成果的不足是，对黄培芳的诗歌理论主张缺

乏系统的归纳。本文以《黄培芳诗话三种》为蓝本，通过对其中

数百条评语的爬梳、分析，试图对其诗歌理论做一次系统分析。

2   《黄培芳诗话三种》简析

诗学中兴的清代诗坛，格调、神韵、性灵三大诗派各立门户，

各派主张百家争鸣，纷纷从诗歌的表现形式、作品境界、抒情主

体等不同角度探讨诗歌创作规律。而黄培芳的三种诗话，正是成

书于诗话创作高峰期的乾嘉时代，时人没有充分关注，但从他看

似随笔式的诗论中，我们仍可归纳出他的诗歌理论主张，除了推

崇唐诗、肯定诗歌功能的多面性、欣赏自然纯真的风格之外，最

重要的理论主张是：“真性情”；“诗话之作，固以论诗，兼以

志美”；“诗贵独造”。 

岭南诗人黄培芳诗歌理论探析

张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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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强调“真性情”

性灵，就是“真性情”，包括性情、个性和诗才。性情是诗歌的第一要素，要表现出

诗人的独特个性，作诗不可无我，“性情之外本无诗”[2]263。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七中说“有

人无我，是傀儡也”，没有个性，也就丧失了真性情。《续诗品》辟“著我”一品，也是

明确提倡创写“有我”之旨，这是性灵说审美价值的核心。

《香石诗话》卷一开头：“诗言性情，所贵情余于语”“作诗以真为主”，就是提倡

写诗要做到语浅而情深，故其论诗品评与志人兼重，而要之以真为归。黄培芳认为，“情”

就是“性情”，诗歌抒写的“性情”一定是“真性情”。在古代诗论中，没有哪一个概念

能够比“情”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情动而言形”，情就是言的内容和表现对象。黄培芳

在《香石诗话》卷二中列出了袁枚的数十例描写真性情的诗句，皆“情深韵远”。香山刘

松崖吊屈原之诗“温柔敦厚，得性情之正。”南海刘桃村的《过旧别处》“刘郎到此浑忘

却，莫遣桃花送我船”是“笔情秀逸”；陈春谷《咏鸳鸯》“一生怕见相思树，终日惟依

并蒂花”是“何情深乃尔？”，特别推崇门人朱文溥“江从何地尽，情较别时多。”先说

“情”，就是抒情主体的“情”，抒情主体就是“人”，先有“人”再有“情”，即“诗

中有我”。朱庭珍《筱园诗话》云：“夫所谓诗中有我者，不依傍前人门户，不模仿前人

形似，抒写性情，绝无成见，称心而言，自鸣其天。”吴殳云：“诗之中，须有人在” [1]54。

黄培芳论诗强调“真情”的主张，与同时代的张维屏不谋而合，张维屏在《国朝诗人征略》

中以“真气、真意、真趣”为评诗标准，认为“性情之外本无诗”；黄培芳则在《香石诗说》

中总结：“得性情之真，不独风教人伦之作，有所关系，即傍花随柳，弄月吟风，会心不

远，亦足以畅写天机。反是，则性情汩没，涂饰为工，去风人远矣！”[1]114 黄培芳强调的“真

情”“真意”“真性情”，大抵不外乎性情要真，要求诗歌抒写个人的性情，这种性情必

须真实，符合诗人的“自我”，正如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七中说：“诗难其真也，有性

情而后真”“提笔先须问性情”，可以说黄的主张与袁枚的“性灵说”是一脉相承的。清

代陆元鋐《青芙蓉阁诗话》云：“诗之所以能感人者，惟在一‘真’字。”[3]584

黄培芳进一步认为，这种“性情”必须由扎实的学力支撑。何谓“学力”，包括两方

面的内容，一是指知识、学问，即诗人所掌握的书本知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批评苏

黄诗风：“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才学”之“学”，就是指用事

用典的学问。二是诗人的学养、学识。清人李重华《贞一斋诗话》云：“诗有性情，有学

问”，可见，“学识”是个笼统的概念，侧面很多。黄培芳论诗强调学力，认为只有“贵

酝酿于胸，淋漓于手，不徒推敲句调之间”，才不致会“轻剽脆滑”失之于薄。凡此种种，

都反映了黄培芳认为诗歌要求真求新、抒写性情、“最重情字”的主张，此观点与李贽“童

心说”、公安派“独抒性灵”说、袁枚“性灵”说、乃至近代王国维强调的“真景物、真

感情”有异曲同工之妙。

2.2  诗话之作，固以论诗，兼以志美

《香石诗话》自序：“诗话之作，固以论诗，兼以志美。”体现的是黄培芳辩证的诗

歌批评观，在这方面，黄培芳无疑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他强调诗话的功能，不只单纯地论诗，

还要关注诗歌艺术的审美感受，包括诗论者的选诗观、评诗观、创作风格、鉴赏标准等。   

首先，他在选诗时，不论诗作者的出身，一视同仁。黄培芳对“诗人”概念的理解与

传统的“诗人”不同，传统的“诗人”概念，指以专工诗词创作的人，或者至少在职业生

涯中大部分经历在从事诗歌创作。而黄培芳的“诗人”概念内涵扩大了许多：不管什么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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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论诗的优劣，只要写过诗或有诗留存世间的人都算“诗人”，都可以按其标准摘录

出“佳句”或代表作。进入《黄培芳诗话三种》中的诗人身份，形形色色。他对布衣诗人

如羊城卖卜者周泰来、番禺奇士平尔尔、香山隐者简竹窗、靖安农民舒白香等，对他们不

事雕琢的诗或称之“皆雅炼可诵”，或赞之“有唐人神韵”。

其次，黄培芳提出：“观古人之诗，当掇其精英，弃其糟粕。糟粕不能弃，将亦不能

得其精英矣。”[1]13 充分表现了他在诗歌批评上的辩证观，要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从不人云亦云，要见解独到。他说：“宋人七律，每少风韵，惟姜白石能以韵胜。”“对、

叠、衔、接，是作七古之法……少陵七古最凝练，他家则未免抖散矣。”批评赵秋谷《声

调谱》“多拘滞迂拙不可通处，故子才非之。然子才所作七古，往往落调，甚至不成章，

似乎楚失而齐亦未为得也。”清人论诗门户之见颇深，对不同观点的诗论观和不同流派的

诗作，往往不无贬谪。如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中说“《随园诗话》持论多无稽臆说，

所谓佞口也”“张船山《宝鸡题壁十八首》叫嚣恶绝，绝无诗品，以其谐俗，故风行天下，

至今熟传人口，实非雅音也。”黄培芳对不同于己说的主张或观点，绝不一概否定，主张

各流派之间应互相学习、融合、争鸣，他在表达自己所“瓣香”的是沈归愚、王阮亭、钱

箨石的同时，也敢于对当时的诗坛领袖屡发微词。“归愚尚书论诗，可谓一代正宗。然于

七古一体，似未透彻。”[1]74“归愚选明诗，不登次回。袁子才至作书难之。持论固偏，

然香奁一体，往往是才人寄托之作，自不可抹杀。”“子才论阮亭诗，谓一代正宗才力薄。

因思子才之诗，所谓才力不薄，只是夸多斗巧，笔舌澜翻。按之不免轻剽脆滑，此真是薄

也。对于时人作诗的浮夸剽滑的风气，立场明确地批评道：“世之诗人，好矜才使气，藻

绘为工，惟恐不称才子。不知一落才子窠臼，即诗家次乘。盖语虽工而客气重也。试观陶、

谢、李、杜各大家，何尝不是才子，有此种习气否？”[1]71 对于粤中“沉郁顿挫”[4]40 的诗

教传统，他高度肯定，认为洪亮吉论粤诗“雄直气”“尤有卓识”，而这种“雄直气”必

经“酝酿深厚”才可得，故他主张诗人要放弃剽滑的习气，加强学力、才力的修养，酝酿

深厚，才能摆脱皮毛，诗才可写的落穆高旷。

在诗歌创作传统的师承方面，黄培芳认可汪琬“学问不可无师承”。他推崇唐诗，“诗

分唐、宋，聚讼纷纷。虽不必过泥，要之诗极盛于唐。以其酝酿深淳，有风人遗意。宋诗

未免说尽，率直少味。至于明诗，虽称复古，究于唐音有间”明确指出了唐诗与宋诗的分

野。他在《香石诗说》中反复说明，师承前人不能泥于师古而不能自拔，而要推陈出新，

要“各辟蹊径”、“断不可有宗法而无主气也”，他本人也在《香石诗说》文末评价自己

这部诗话“虽属人云亦云，其中亦有不苟同于人者。” 

2.3  诗贵独造

“诗贵独造”，强调个性、立意独特。为了阐述自己的“独造”观点，他说：“作诗

以真为主，而有六要：曰正、曰大、曰精、曰炼、曰熟、曰到。正者，取正路也。大者，

法大家也。精者，戒粗腐也。炼者，去浅率也。熟者，由成章至於纯熟也。到者，由笔臻

於独到也。章法成，笔力到，犹之浅也，纯熟而独到则至矣。诸家无不期於熟，熟所同也；

诸家各有独到处，是则同而异也。”[2]387 这段话中三处提到的“独到”，意在阐明实现“独

造”的手段。他强调融会百家，自成一家也是“独造”，他说“诗有正，必有奇，而奇不

可以率。人有大家，亦有名家，而取法必贵上，先其正者大者，而后旁通，以博诸家之趣

可也，合百家以自成一家可也。”

黄培芳认可的“独造”体现在：黄仲则七律“夕阳劝客登楼去，山色将秋绕郭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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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然独造者”；查初白“万井云烟扶小阁，四山雷雨动空城”“似得未曾有”独造；

赵光裕《冒雨行老秧田道中，啼猿满山，率尔成咏》中“一峰十万树，一树四五猿，一猿

千百声，杂以风雨喧”是“落落独造”；像陆放翁《春行》“猩红带露海棠湿，鸭绿平堤

湖水明”中的“湿”“明”两字，可以夺“独造”之功；顺德黎二樵的《罗浮诗》能“独”

开生面；汤雨生的五言诗“犬吠得游客，钟声消落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独造。在写

“白发青山”这样常见的诗题时，只有宋荔裳的“白发来如不速客，青山应笑未归人”做

到了“天然凑泊，真挚动人，意在笔先”的独造。而顺德仇竹屿的古风则体现了诗人对口

头典、眼前语的妙手的“点化”亦即独造。类似这样强调“独造”的评语出现过几十处之

多，可见，黄培芳主张诗歌创作要创造一个极富独创性的意境。就如朱庭珍在《筱园诗话》

中强调的：“不依傍前人门户，不模仿前人形式，抒写性情，绝无成见……决不拾人牙慧，

落寻常窠臼蹊径之中”“不能独造，终非大家之诣”。而“独造”体现在五律诗中，就有

了陈独漉《坐雨诗》“萧瑟北林声，云如万马行”的“法律极细者，别具心眼如此”；朱

竹垞《罗浮蝴蝶》“衰年再见真难得，异物初生也不齐”的“真实纯熟之境”；而写景诗

要有番禺刘广智“烟树霏微雨似尘，海棠花落燕泥新”的“笔意俱超”“落落独造”；张

维屏“顽云坚似石，怒雨急於潮”写出了“难状之景”，洪稚存“尚得昔贤雄直气”的“尤

有卓识”以及汤雨生罗浮诗的“不食人间烟火”。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若要从诗歌

的审美角度分析，“独造”的“造”其实是“造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分别论列

了“造境”与“写境”，“造境”是无意而写，得天造之妙，“造境”的审美特征是“能

入能出”，“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

乎其外，故有高致。”[3]616 而“写境”的“写”是指诗人按对象的特点进行描写，“写境”

具有更多的写实成分，相比之下，“写境”接近表现对象自身，“造境”则渗透着诗人的

审美态度和理想。若从诗歌创作的传统来分析，“造境”也是一种创新，黄培芳生活的时

代，正是广东诗歌创作以其强烈的创新意识对全国诗坛产生影响的时代，明末清初的“岭

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作诗皆能“戛戛独造，自创新声”，表现出鲜明

的创新精神，可见，“独造”的诗论观之高妙。

尤为可贵的是，《黄培芳诗话三种》反映了岭南诗坛清初至乾嘉时期的风貌，虽然其

主张还有想将诗歌束缚在儒家诗教规范之内的保守之嫌，但纵观岭南诗歌批评史，我们不

能忽视它的地位，正如《清诗话考》中对其评价，“尤善摘句，论诗心、结构之妙深造其

微，可见其眼界之高。书中论及王渔阳、赵秋谷、袁子才、李雨村诸家诗学，皆中肯綮，

翁方纲许其持论皆正，四卷皆加评点，诚有以也。嘉、道以还，诗话以纪人纪事为务，论

诗理诗法有得者鲜，此书堪称矫矫不群者矣。”[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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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etry Theory of Lingnan Poet Huang Peifang

ZHANG Mei-juan
(Faculty of General Education,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China)

Abstract: Huang Peifang's contribution to poetry theory is embodied in “Three Kinds of Huang 
Peifang's Poetry Talks ”(Xiangshi Poetry Talks, Yueyue Cottage Poetry Talks and Xiangshi 
Poetry Theory), which reflects the style of Lingnan poetry circle from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o the 
Qianjia Period. As a result of being finished in the peak of poetry writing period, his works failed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at that time, whereas, his works can not be ignore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criticism. Huang Peifang's “Three Kinds of Poetry Talks” 
are like essays with concise style and lively language. This paper,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ree Kinds of Poetry Talks”, concludes that, in addition to advocating Tang poetry, affirming 
the multifaceted function of poetry and appreciating the natural and pure style, Huang Peifang’s 
views on poetry are also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True disposition"; 2. "The poetry 
talks should deliver the language beauty as well as the criticism on poetry"; 3. "Poetr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reativity and uniqueness". 

Key words: Huang Peifang; “Three Kinds of Poetry Talks”; poetry pro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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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色室内环境设计理念反映了人类

对“设计”背后的责任与内涵的深刻反思，

映射了大众从设计层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

新思考。从材质出发探讨绿色室内环境设计

内涵，符合绿色设计理念的基本原则核心。

以创新材料为切入点，从速生木材的细分领

域探索其在绿色室内环境设计中的应用，进

一步探讨速生木材对于绿色室内环境设计的

应用策略，以其能够建立具有可借鉴意义的

理论依据，为其他同质同类问题提供参考作

用。

关键词：速生木材；绿色设计；室内；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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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环境设计方面的研究。

1    绿色室内环境设计内涵

工业文明的开启加速了社会的发展，为人类生活提供了巨大

的便利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造成了环境

的破坏与资源的过度消耗，生态平衡危在旦夕。工业设计过度的

商业化发展，刺激了大众的无节制消费，进一步推动了资源的浪费，

使设计成为拨弄人与自然消极关系的罪魁祸首。面对严峻的资源

和环境问题，大众开始反思自身发展与地球生存之间的关系，设

计领域的绿色革命应运而生。绿色设计理念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

代，重视设计对象的环境属性，在保证设计产品功能价值的基础上，

实现避免环境污染、减少能源消耗、提高再生循环率三大目标。

绿色设计理念的提出，反映了人类对“设计”背后的责任与

内涵的深刻反思，映射了大众从设计层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

思考。室内环境是组成人类社会整体环境的最小空间单元，从室

内环境的绿色设计做起，能够以小见大的实现整个社会的绿色生

存状态，有助于促进社会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绿色的室内环

境设计，不仅是设计领域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变革的巨大贡献，更

真正有效的践行了低碳环保、节约资源的责任与义务，有助于为

大众提供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思想价值观。从材质出发探讨绿

色室内环境设计内涵，符合绿色设计理念的基本原则核心，能够

从材质的基础层面上延伸至整个设计，层层推进的探讨其在环境

污染、能源消耗、再生循环三个原则上的践行效果与可行性。

2    当前室内环境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绿色室内环境设计理念为设计领域带来了崭新的绿色革命，

然而这种新的设计理念仍然处在起步阶段，在我国的室内设计行

业中尚未得到广泛接纳与应用。当前的室内环境设计问题诸多，

多存在与对建筑材料的不恰当使用上，主要可归纳为三种情况。

一方面，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造成了一些室内设计在材料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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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上的过度消耗。大理石、铝合金等材料被大量使用在室内设计当中，以迎合一部分受众

对于奢靡视觉享受的需求。此类材料的过度应用，与绿色设计理念中“可循环、低污染、

低消耗”的三大原则背道而驰，难以实现资源的低碳化与再利用，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

另一方面，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为了降低成本，很多室内设计中采用了过多的人工

合成建筑化学材料。这些化学建筑材料不仅难以保证应有的舒适度与耐用性，甚至还对人

体健康产生极大威胁，成为室内环境的巨大污染源。

同时，在错误的商业化设计风潮影响下，一些受众盲目跟风，不断对既有的室内设计

进行调整，间隔较短时间内便重新更新居住环境的整体设计，造成了极大的建筑装饰材料

的浪费。这些材料缺乏可循环利用性，因而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污染。室内设计的根本宗

旨是为人类带来更好的居住环境，其应当在保障功能的基础上满足审美需求；但更加值得

注意的是，在可持续发展观视域下的绿色室内环境设计理念中，更需要将人与自然的和谐

关系放置在人的需求前，在尊重生态平衡与保障自身需要的基本范围内实现个体的审美追

求，而不能够本末倒置，将个体的审美追求放在环境保护与自身健康之上。

3    速生木材在绿色室内环境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3.1  取长补短，发挥速生木材优势

速生木材取材于生长快、成材早的树木当中，包括杨树、柳树等，这些种类的树木轮

伐期短，能够满足造纸、家具制造与建筑等多种用途。将速生木材应用与绿色室内设计环

境中，一方面能够有效减少人工合成建筑化学材料的使用，避免室内环境中滥用化学建筑

材料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速生木材生长周期短的特点，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普通树木砍伐对生态平衡造成的破坏，能够快速弥补木材输入对自然环境带

来的损害。

然而速生木材作为室内建筑材料来使用，也存在一定的缺点。一般来说，速生木材材

质密度低、软性大、易腐蚀霉变，将其作为建筑材料容易产生硬度不够、力学强度低、不

耐磨等问题。因而对于速生木材的应用，一般会经过一定的烘干加工等，但相较于普通木

材，其仍然在耐用与机械力学强度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想要使速生木材在绿色室

内环境设计中发挥出最大的功能性与审美性，就应当全面掌握其优劣势，因地制宜、取长

补短，发挥其本身优势。速生木材重量轻且易于加工，变形

小而尺寸稳定性高，色彩浅而易上色。在室内环境设计当中，

可避免将其作为承重、支撑等功能使用，而更多的将其采用

在具有装饰性、审美性的结构部分当中。如图 1 中的速生木

材隔断屏风为例，在较为空旷的室内环境中，隔断屏风能够

良好的分割室内空间，并烘托整体设计氛围，传达出良好的

视觉效果与文化内涵。利用速生木材作为隔断屏风的材料，

一方面其重量较轻的特点满足了屏风可能需要拨动、调整的

需要；另一方面其色彩浅、易于上色的特点，满足了各种室

内环境对于屏风色彩的不同要求；同时，隔断屏风无需承重，

只需在视觉上起到间隔空间的功能性，而其不易变形的优势

使造型精致工整的隔断屏风能够在较长时间保持美观的视觉

效果。

图 1  速生木材隔断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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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胆突破，研发创新速生木材

虽然能够通过取长补短的方式尽量发挥出速生木材的功能与审美特点，但是速生木材

在硬度和耐用度等方面的局限性仍然限制其更好地应用在室内环境设计当中，也难以发挥

其绿色环保的建材优势。传统工艺对于速生木材的处理手段多围绕烘干、脱脂等步骤进行，

难以真正全面消除速生木材的缺点。因而，应当对速生木材进行创新研发和处理，在科技

的指导下，通过一些特殊的处理手段，提升速生木材的结构构件力学性能。当前，已经有

微爆破技术、复合改性等技术被应用在速生木材加工处理上，使之更具强度与坚固性，甚

至在一些创新手段的加持下，改造过的速生木材要比普通木材的强度高出 12 倍，与钢材

相媲美。经过了创新加工的速生木材不但具备了良好的强度，同时保持了原有的优势，变

形小而尺寸稳定性高，色彩浅而易上色，重量轻且易于加工等。对于速生木材的研发创新

应当继续进行，大胆突破传统处理手法的桎梏，在原有的研究经验上进一步开拓实践，既

达到了良好的研发效果，又降低了制作成本。

经过技术加工后的速生木材在绿色室内环境设计中更加具有广阔的实用空间。其生态

特点既弥补了砍伐对自然环境造成伤害的问题，又为室内环境提供了极好的健康材料，同

时能够保障良好的功能性和耐用性。图 2 中所示的橱柜多功能隐藏床，这种室内家居设计

已经成为时下受到大众热捧的新宠。有限的城市居住空间，使人们更加希望能够更加有效

地利用室内环境设计，提高空间利用率。这款橱柜多功能隐藏床既满足了空间上的限制，

又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床的功能。但针对这种

设计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床需要经常翻

转搬动，材质应当在能够承重、不易变形的基础

上尽量轻便，另一方，面不同的室内设计风格对

于家具色彩与视觉效果的要求不同，因而材质上

需要既具有良好的上色度，又能够满足不同的造

型需求。通过对创新改造过的速生木材的使用，

极好的满足了以上需求，在达到良好的室内环境

设计效果的同时，又真正从绿色环保的角度为可

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3.3  因地制宜，灵活运用速生木材

绿色室内环境设计的理念，一方面强调对于可循环、低污染、低能耗的材质的使用，

另一方面也强调更加简约、耐用的使用环境的构造。在绿色室内环境设计当中，受众应当

能够感受到满足功能基础上的舒适与人文关怀，并享受到审美层面的满足，从而尽量减少

频繁更换设计风格造成的浪费。同时，绿色的室内环境设计还应当传递给受众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快感，使受众感受到人与自然之间的

紧密联系，从而更加关注到低碳环保的可持

续发展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速生木材的

使用在材质层面上满足了绿色室内环境设计

的原则，同时也能够通过因地制宜的具体设

计实践，在审美层面上传递更多自然气息，

唤醒人类保护自然的意识。将速生木材几乎

不加入冗余装饰的放置在室内空间中（图 3），

图 2  橱柜多功能隐藏床

图 3  室内不加入冗余装饰的速生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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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出了一种带有原始森林气息的自然之美，使受众置身其中，能够从精神上感受到自然

的美好与魅力，引起情感上的共鸣。这样的设计，既实现了绿色可持续的设计理念，又在

精神层面上宣传了保护生态、回归自然的重要性。

4   结语

绿色设计理念是在可持续发展观倡导下，在设计领域掀起的新一轮思潮。其顺应了当

前社会大众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本质需求，映射在设计层面大众对更加健康与环保的生

活方式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自身需求与自然环境保护需要之间关系的审慎思考。速生木材

在绿色室内环境设计中的应用，既是保护生态平衡与自然资源的需要，满足了可持续发展

的时代需求；又为绿色建筑材料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切入点，从材质层面拓宽了室内环境设

计的发展维度。深入探究速生木材在其材质自身、应用环境以及创新研发当中的实践策略

与应用意义，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绿色室内设计的普及和推广，从而以小见大的逐步推动全

社会的健康有序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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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trategy of Fast-growing Wood in the Design of  Green 
Indoor Environment

CHEN Hua-gang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450，Guangzhou)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green interior environment design reflects human's deep reflection 
on the responsibility and connotation behind 'design' and  reflects the public's rethink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rom the design leve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sign 
connotation of the green indoor environment from the material, and accords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green design concept.Based on the innovative material,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ast-
growing wood in the design of green indoor environment is explored, and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the fast-growing wood to the green indoor environment is further discussed. And  a reference for 
other homogeneous similar problems i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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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磁场，各向异性参数，温度

等参数对同时具有两种三体相互作用海森堡

XXZ 自旋链系统的量子纠缠研究表明：增

大磁场和自旋耦合常数 , 减小各向异性参数

会使纠缠的临界温度变大；调节耦合常数可

更有效的使量子纠缠在高温时仍有一个较大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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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分析汽车行驶时的垂向加速度变

化情况及影响因素，运用七自由度汽车振动

模型分析了前、后车轮和车身不同方向的振

动受力情况，再根据路面不平度模型的空间

频率功率谱密度和时间频率功率谱密度分

析，结果表明，汽车在三级公路 -E 级路面

以 60 Km/h 的速度行驶时，车身加速度跳动

范围最大，最大值为 5.92 m/s2。研究的内容

和方向，为汽车运动学和汽车平顺性的研究

及优化设计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关键词：汽车平顺性 ; 垂向加速度 ; 汽车振动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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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人们乘坐汽车出行的频率不断增大，生活的各方

面与汽车息息相关。汽车在不同路面不平度的道路上行驶时，车

辆会持续处于上下振动的状态，这种振动归根结底为汽车垂向加

速度的持续变化。当垂向加速度的大小超过人体最适承受范围时，

必然会加快驾乘人员疲劳感的到来，使乘坐舒适性降低。汽车乘

坐舒适性好坏，主要取决于汽车行驶工况和汽车悬架系统的各项

参数等 [1]。

本文运用七自由度汽车振动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及模拟仿真

的方法，研究汽车悬架系统设计参数和路面激励对整车振动特性

影响规律，为汽车垂向加速度研究及汽车行驶平顺性的优化设计

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1    垂向加速度检测原理

汽车在水平地面静止不动时，三维加速度传感器的 x 轴、y 轴

和 z 轴的加速度均为 0 m/s2；汽车在颠簸路面行驶时，传感器 z 轴

向下加速度（向下为正值）在 az ≤ g（此处 g=9.8 m/s2）范围内波动；

当汽车车轮完全离地时，传感器 z 轴向下加速度 az = g，此时的汽

车处于完全失重状态，驾乘人员和汽车均被抛起到空中，当汽车

下落与地面接触时，由于坠落的冲击力，人体也要承受巨大的反

向冲击力，这会造成驾乘人员极大的不适感。

2    七自由度汽车振动模型

汽车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汽车正常行驶时，四个车轮受

到随机路面激励时，车身产生的各向振动也是非常复杂的。但是，

可以简化归纳为车身的垂直振动、侧倾振动和俯仰振动这三类的

组合，它们都对汽车垂向加速度有影响。由此可将汽车设为七自

由度振动模型，在模型中，4 个车轮可自由上下跳动，车身可在悬

架作用下自由振动，则整车的自由度分为 4 个车轮的垂向自由度，

汽车垂向加速度运动模型分析

周绍鹏，周金伟，黄  玲，杨志勇，游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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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身的垂向、俯仰和侧倾自由度，如图 1 所示 [2]。

图 1 中：m1、m2 分别表示前轮和后

轮质量（kg），m5 表示车身总成总质量

（kg），Ix、Iy 分别表示车身总成绕横轴（x

轴）和纵轴（y 轴）的转动惯量（kg·m2），

Z5 表示车身总成质心在垂直方向上的位

移（m），Z1、Z2、Z3、Z4 分别为左前、

左后、右前和右后车轮在垂直方向上的

位移（m），k1、k2 分别表示前、后轮

胎 的 垂 直 刚 度 系 数（N/m），k5、k6 分

别表示前、后悬架的刚度系数（N/m），

c1、c2 分别表示前、后悬架减振器的阻尼系数（N·s/m），q1、q2、q3、q4 分别表示路面对

左前轮、左后轮、右前轮、右后轮在垂直方向上的位移激励（m），θ 表示车身的俯仰角

位移（rad），ψ 表示车身的侧倾角位移（rad），a、b 分别表示前、后轴到车身质心的水

平距离（m），d 表示汽车左右轮的轮距（m），v 表示汽车行驶速（m/s）。根据七自由

度汽车振动模型，运用力学模型对前后车轮和车身分别建立相应的运动微分方程，如式（1）

所示 [2]。

式（1）中，FfL、FrL、FfR、FrR 分别表示左前、左后、右前、右后悬架对车身对应连接

处的作用力，其表达式如式 2 所示：

汽车在实际行驶过程中，车身质量在纵向平面上近似为对称布置，但路面对每个车轮

的激励不同。因此，引入七自由度汽车振动模型，它能够明确表达出前、后车轮和车身不

同方向的振动受力情况，方便进行车身垂向加速度变化规律的研究。

3    路面激励模型

图 1 七自由度汽车振动模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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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空间频率功率谱密度

路面不平度是汽车行驶时的主要激励，通常用数值模拟来替代，可通过测量随机路面

数据，经计算机处理后得到路面功率谱密度特性。国内外许多单位对路面不平度的研究表

明，当车速恒定时，路面不平度服从高斯概率分布，具有零均值的平稳各态特性，是以时

间为参数的随机过程，不能用明确的数学关系表示 [3]。由于速度功率谱为常数，符合白噪

声的定义和统计特征，经变换后可拟合出路面随机不平度的时域模型。

现阶段，我国在汽车行驶振动研究分析中，主要采用 ISO/TC108/SC2N67 国际标准协

会提出的“路面不平度表示方法草案”和我国相关汽车研究所制定的“车辆振动输入路面

平度表示方法”[4]。以上的两个标准表达的路面不平度都可用式（3）Gq(n) 表示其功率谱密度：

式（3）中，n 表示空间频率（m-1），与波长 互为倒数，即每米长度包含的波长个数；

n0 表示参考空间频率，n0=0.1m-1；Gq(n0) 表示参考空间频率 n0 下的路面功率谱密度，也可

称作路面不平度系数（m3）；w 表示频率指数，即双对数函数坐标上斜线斜率，它决定路

面功率谱密度的频率结构 [5]。

另外 , 用 定义每种响应路面的均方根值，并描述路面随机激励信号的强度或平均功

率：

根据以上表示方法的分级标准，按路面功率谱密度把路面的不平度分为 8 级，并确定

了频率指数 w=2 时的各级路面 Gq(n0) 的几何平均值。同时，确定了当空间频率 n 在 0.011m-1

＜ n ＜ 2.83m-1 范围内时，路面不平度相应的均方根值 的几何平均值，如表 1 所示 [6]。

路面等级 Gq（n0）/（10-6m3）（n0=0.1m-1）
σq/（10-3m）

（0.011m-1< n < 2.83m-1）

几何平均值 上限 几何平均值

A 16 32 3.81

B 64 128 7.61

C 256 512 15.23

D 1024 2048 30.45

E 4096 8192 60.9

F 16384 32678 121.8

G 65536 131072 243.61

H 262144 524288 487.22

3.2  时间频率功率谱密度

根据计算的需要，将路面不平度的空间频率功率谱密度 Gq（n）转化为路面不平度的

时间频率功率谱密度 Gq（f），当汽车以速度 v 驶过空间频率为 n 的路面时，等效的时间

频率为 f 。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第 26 卷第 2 期    VOl.26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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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路面不平度 8 级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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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车速 v 一定时，时间频率 f、带宽 Δf 分别随空间频率 n、带宽 Δn 成正比变化。单

位频带内的“功率”（均方值）即为功率谱密度。空间频率的功率谱密度可表达为：

为路面功率谱密度在频带 Δn 内包含的“功率”。

将 Δf=vΔn 代入上式，可得空间频率和时间频率谱密度的关系，如公式 6 和图 2 所示。

根据式（3）（4）（6），路面不平度时间频率功率谱密度 Gq（f）可用参考空间频率

的路面不平度空间频率功率谱密度 Gq（n0）、参考空间频率 n0、车速 v 和时间频率 f 表达，

其中频率指数 w 取为 2，转换公式为：

式中，f 为时间频率，f =v·n ，Gq（f）即为单轮输入下的位移功率谱密度。 

对于七自由度汽车振动模型而言，路面对车轮输入的时间频率功率谱矩阵 Gq（f）为：

式（8）中，L 轴距，L =a+b。

假设汽车独立悬架为线性振动系统，根据输入的路面功率谱密度及悬架系统频率响应

函数，可求出各振动响应的功率谱和标准差，则可进行车辆垂响加速分析。振动模型中加

速度功率谱密度为 [7]：

由式（9）可得汽车垂向加速度与路面功率谱密度、路面不平度、汽车速度和时间频

率等因素有关，且成正比例关系。

周绍鹏，周金伟，黄  玲，杨志勇，游小平：汽车垂向加速度运动模型分析

（5）

（6）

（7）

（8）

（9）

图 2  空间频率 - 时间频率谱密度的关系图



36

根据我国《公路等级划分标准》、《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等相关文件，得出我国公路

等级、路面等级和最高限速的对应关系，如表 2 所示 [7]。

公路等级 路面不平度等级 最高限速（km/h） 最大纵坡（%）

高速公路 A 120 5

一级公路 A、B 100 6

二级公路 B、C、D 80 7

三级公路 C、D、E 60 8

四级公路 40 9

为使计算结果更接近汽车行驶时的极限情况，参数选择表 1、表 2 中的上限值，分别

进行高速公路 -A 级路面 -120Km/h、一级公路 -B 级路面 -100Km/h、三级公路 -E 级路

面 -60Km/h 三种情况的汽车振动模型加速度功率谱密度计算。计算结果如下所示：

高速公路 -A 级路面 -120Km/h：

一级公路 -B 级路面 -100Km/h：

三级公路 -E 级路面 -60Km/h：

以上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汽车在三种路面分别以最高限速行驶时，在三级公路 -E 级

路面以 60Km/h 的速度行驶时，车身加速度跳动范围最大，最大值为 5.92 m/s2。

4    结束语

本文汽车垂向加速度的理论模型分析和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1）汽车以不同速度在

不同等级路面上行驶时，车速越快、公路等级越低和路面不平度越大，车身垂向加速度跳

动范围越大；2）汽车在“三级公路 E 级路面 -60Km/h”的条件下，车身出现的最大加速

度为 5.92 m/s2；3）本文研究的车身的垂向加速度仅考虑了七自由度振动模型、公路等级

和车速等因素，试验模型、典型路面选取不够丰富，研究的结论不够完善。期望课题组后

续能够对此项目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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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variation of vertical acceler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when driving, the vehicle model with 7 freedom is used to analyze the vibration stress of the front 
and rear wheels and the body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spatial frequency power spectral density 
and temporal frequency power spectral density of pavement model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the speed of 60 km/ 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vehicle body is the largest and the maximum 
value is 5.92 m/ s2 at the speed of 60 km/ h.. The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the research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search and optimization design of automotive kinematics and vehicle 
ride comfort.

Key words: vehicle ride comfort；vertical acceleration；automobile vibr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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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法、访谈法、调查法，

以广东白云学院体育俱乐部为研究对象，深

入调查 2006 年以来，我院体育俱乐部的发

展现状从俱乐部模式的结构、职能、职责、

场地管理、人员构成，构建了俱乐部的管理

模式。俱乐部模式下，充分体现了参与者的

自愿性，主动性、参与性；管理组织者的灵

活性、开展活动的多样性、活动内容的丰富

性、经费渠道的扩展性。针对学生体育基本

技能和自主锻炼能力的培养，应加强校园体

育文化建设，开设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竞赛

活动。体育俱乐部的教学模式围绕“以学生

发展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教学任务目标、

计划内容、教材建设、师资、学生评价、教

师评价构建了俱乐部的教学模式。体育俱乐

部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要采

取针对性的有效措施加以改进。

关键词：广东白云学院；体育俱乐部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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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

决定》提及“学校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随着我国高校体

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化，推行的素质教育、健康第一的发展理念，

激发学生的兴趣，尊重学生的个性，发挥学生的特长，并掌握一

到两门体育运动技能，为养成终身体育习惯打下基础 [1]。国家教育

部于 2002 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

指出“根据学校教育的总体要求和体育课程的自身规律，应面向

全体学生开设多种类型的体育课程，可以打破原有的系别，班级，

重新组合上课，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兴趣学生的需

要。”[2] 本文通过对广东白云学院大学俱乐部管理模式与教学模式

探索，为高校构建俱乐部的教学模式提供参考。广东白云学院体

育俱乐部模式的改革紧紧围绕，指导纲要级深化教育改革的决定，

完善我们的俱乐部教学目标，由授予运动技能向身心健康的转变，

以培养终身运动习惯目标，构建适合本院的体育俱乐部教学及管

理模式。

1    广东白云学院体育俱乐部的管理模式

1.1  体育运动俱乐部的职能

体育运动俱乐部是在教务处领导，体育教研室指导下，由体

育爱好者自发组织的面向全院学生的群众组织。俱乐部拥有相对

使用场地的自主权，为会员提供更好的锻炼条件，提高综合素质

能力。会员之间共同探讨运动技能，在运动中寻求快乐，建立友谊。

会员通过学习体育基础理论知识，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积极参

加各种有益的体育活动，丰富大学生活，营造和谐、快乐的校园

文化氛围。为每位体育爱好者提供健身娱乐的运动场所，在活动

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

1.2  体育运动俱乐部组织结构

组织管理设有理事会、秘书部、宣传部、外联部、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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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部、财政部，由学院体育教研室老师担任指导工作（图 1）。各部门新负责人的产生

必先经由各部门负责人选举之后再经俱乐部理事会成员评选和指导教师的确认方可有效。

1.3  体育运动俱乐部职责

主席负责全面工作，定期召开俱乐部理事会和干部会议，听取汇报情况和布置工作计

划。副主席积极主动协助主席开展各项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工作。秘书部负责整理并保存

俱乐部各文件档案，上传信息，下达具体任务，协助主席工作及协助经理监督各部门 [3]。

财务部负责俱乐部的总开支，财务数目要做到公正、公开，不虚报，记录帐目要按正规的

手续办理。 宣传部负责用各种方式对内、对外宣传本俱乐部的各项活动。组织部负责各

项活动的组织、筹备、策划工作。外联部负责接待来自兄弟院校来访人员，以及外出联系

相关的单位和机构赞助本俱乐部举行的活动并及时向社团部提出申请。训练部负责教授会

员各项目的基本知识和技术指导。俱乐部所有负责人要定期召开总结会议，以便大家及时

的进行工作经验交流。每周选派人员在办公室值班，以及选派人员到场地进行管理 [4]。

1.4  体育运动俱乐部人员构成

大学一年级，二年级所有同学都要参加选课，进入俱乐部学习。大三、四的同学继续

高级俱乐部会员训练，代表学校对外比赛。已经申请俱乐部各会员必须遵从俱乐部章程，

享有会员权利，履行会员义务。经正式批准的会员，均可领取会员卡一张，进入场地活动

凭会员卡可以得到技术性指导以及参加俱乐部举行的各项活动，会 员卡不得转让他人使

用，否则一律没收。 会员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参加俱乐部组织的会员活动，对俱

乐部的运作可提出意见和建议，具体实施与否由理事会研究决定。

1.5  体育运动俱乐部场地管理

不准穿非运动鞋进入场内（如皮鞋、拖鞋、钉鞋等）对非会员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各

俱乐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自行安排。对会员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各俱乐部结合自身实际情

况自行安排。周六、日开放时间各俱乐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自行安排。凡进入场地活动者，

必需遵守各场地管理制度，服从场地管理员的管理，注意爱护场地设施保持场内清洁卫生。

1.6  体育运动俱乐部经费管理

经费来源于会员会费、学校拨款、赞助等，会员费根据学院规定收取。经费由副主席

存放，帐本由财务部管理，开支由副主席签字，主席签字，指导老师签字。每月清理帐本

一次向指导老师汇报。全部的开支都要有单有据，做到公开、公正、节俭。

李晓忠：广东白云学院体育俱乐部模式探索

 

图 1  俱乐部的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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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东白云学院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

俱乐部开展的课堂实践，主要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运动兴趣、爱好的培养。通过

俱乐部的平台，突出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训练，合作训练，共同探究的能力。对教学，

课外训练，体育的竞赛等形成统一的整体，使体育教学课程内外目标一致，服务于大学体

育教学。

2.1  教学目标任务

通过俱乐体育运动的平台，促进大学生身体正常发育，全面发展身体素质，增强对自

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体质、减少疾病， 提高身心健康水平。学习体育基本知识、技

术和技能，掌握锻炼身体的基本原则和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养成自觉锻炼身体的习惯，

提高自我锻炼的能力，使之终身受益。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培养学生成

为有道德、有理想、守纪律、受文化的合格人才； 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促进个性

的发展，提高道德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培养学生团结、勇敢、顽强、 创造力、竞争力、

社会公德和较高的体育修养等优良品质。发展学生的运动才能，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促进

体育的进一步普及。

2.2  教学计划、内容

体育俱乐部的课程主要由项目的老师合作负责完成，根据学校的人才培养计划，制定

教学大纲，编辑授课计划并认真编写好规范化的教案。教学中认真做好讲解、示范、练习、

反馈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俱乐部课程设计共七个教学模块：1 课程介绍；2 入门技术与躯

体健康；3 初级技战术与心理健康；4 中级技战术与道德健康；5 高级技战术与社会健康；

6 体育欣赏；7、复习、考核。教学模块设分为 7 个模块，根据这 7 个模块设定目标，教

学单元，教学策略，学习活动，学习评价。其中模块目标与单元目标主要从：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素养目标，教学策略：主要是教学方法；学习活动：组织教学办法；学习评价：

自主评价、教师评价。

2.3  俱乐部课程开设

大学体育开设大一、大二必修课程，共分为四个学期，每学期 1 个学分，共 4 学分，

共 126 学时。大学两年，选课 2 次，每学年选课 1 次。开设课程的俱乐部： 体育舞蹈、篮球、

羽毛球、网球、乒乓球、跆拳道、瑜伽、柔道、击剑、攀岩、太极。未开设课程的俱乐部

有：排球、足球、田径、壁球、轮滑、毽球。

2.4  俱乐部选课模式

我院从 2006 年开始实行体育选项课，通过 12 年的实践教学，由原来的 7 个选项课程，

增加到 11 个项目，反映了我院俱乐部教学得到了学生的认同，开设的项目受欢迎，学生

可以跟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选课，提高了学生的上课积极性。学生选课人数较多的俱

乐部，瑜伽、羽毛球、网球、；而较选课较少的俱乐部，攀岩、击剑、太极。选课人数多

的俱乐部，均是专职教师，较少的是兼职教师，因我校兼职教师限 35 人，是这个俱乐部

选课人数偏少的主要原因。

2.5  体育俱乐部教材及课程建设

学院在 2006 年俱乐部改革，体育实行选项课程。 在课程的建设工作中牢固地树立起

以学生为主的俱乐部模式思想和理念，以提高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及其综合素质为目标，

教师教学过程中严格按照学院规定的教学质量标准，使各俱乐部的运动技能都获得了较大

的提高。大学体育课程主要选用参考教材，《大学体育系列教程》、《大学体育》教程、《大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第 26 卷第 2 期    VOl.26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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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体育文化与运动教程》。体育教研室全体参与主编《广东白云学院俱乐部内部讲义》。

至今没有使用教材，主要教师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优秀的讲义和

教学成果。

俱乐部课程主要学习体育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体育运动欣赏；健康的基本要素（身

体健康、心理健康、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道德健康）理解：体育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

和运动欣赏；体育与健康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道德健康基本概

念。培养学生掌握一门体育运动，培养学生的终身运动习惯；体育与健康课程注重对身体

健康、心理健康、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道德健康的教育，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团结合

作和创新学习的精神，以及文明守纪和良好的对抗竞争意识，增进健康，养成终身运动习

惯，为他们走进社会打造平台。

2.6  体育课程俱乐部的师资和场馆

本院现有教师 21 人，其中篮球 3 人，体育舞蹈 3 人（兼职教授 1 人），羽毛球 2 人（田

径教练 1 人兼），网球 3 人（兼职教授 1 人，足球教练 1 人兼），瑜伽 1 人，乒乓球 3 人

（兼职教授 2 人），跆拳道 1 人，柔道 1 人，攀岩 2 人（兼职教练），击剑 1 人（兼职教

练）。开设的课程，主要根据学生的选课人数，优先于热选项目。学院活动场地，能满足

教学需求有篮球室外 18 个场地、击剑馆 2 个，室外羽毛球场 9 个，网球场 4 个，体育馆

1 个、乒乓球室 2 个；舞蹈室 2 个，柔道馆 1 个；跆拳道馆 1 个；攀岩场 1 个。 俱乐部上

课，训练占我院场馆使用率达 95% 以上。

2.7  教学评价

学生主要采用，课堂，课外，综合考核的方式，学生在俱乐部学习的运动技能，训练

运动参与，竞赛心理素质等评定期末成绩。其中考勤，课堂运动参与，占 30%；课外的学

习，训练，参加竞赛等，俱乐部记录，期末统计其次，占 20%；期末设定的考试内容，考

试要求，达标等评分，占 50%。综合三个项目分值汇总，评定学生学期的总成绩。

教师评价主要采用三方测评，包括督导测评，学生测评，部门评价的综合测评数值。

督导评分为，学校督导评分，主要以抽查为主，听取 1-2 名教师俱乐部课程评分；学院督

导主要以抽查或点名抽查方式，听取 2-4 名教师俱乐部课程评分，体育教研室主要以主任，

副主任为主，听取全体老师的俱乐部课程评分，综合学校、学院、教研室的评分参照计算

出 30% 督导测评分值。学生评教，主要以教务处统一网上评教成绩为主，折算 40%。部

门评价由个人的业绩（指导学生参加竞赛获奖），科研成果，兼顾办公室任务完成情况评

分折合 30%。教师的综合成绩：督导测评（30%）+ 学生测评（40%）+ 部门评价（30%）

= 最终测评分。

3    存在问题与建议

1)  学院俱乐部的教学主要是以选课为主，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选课，满足学生运

动的需求。但由于学生多，老师少，教学场地严重不足，在教学质量上难以保证。应对原

有的场馆设施加大投资，特别对热门项目增设场馆。2) 俱乐部没有指定教材，在教学的任

务、目标，计划等，在规范同一性有所欠缺。现在俱乐部教学实践中，俱乐部开展的教学

实践案例非常典型，各俱乐部负责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项目编写教学讲义，整理收集汇编

成册，作为现有教材。3) 俱乐部监督机制，以学校、学院督导评教为基础健，办公室主任

选听，实践教学中不够明细，只有对教学的评教。还需增加俱乐部管理、训练、对外比赛

李晓忠：广东白云学院体育俱乐部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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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等，综合性的评价。 

4    结论

经过多年体育俱乐部的发展，从俱乐部模式的结构、职能、职责、场地的管理、人员

的构成，构建了俱乐部的管理模式。俱乐部模式下，充分体现了参与者的自愿性，主动性、

参与性；管理组织者的灵活性、开展活动的多样性、活动内容的丰富性、经费渠道的扩展

性。针对学生体育基本技能和自主锻炼能力的培养，应加强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开设丰富

多彩的校园体育竞赛活动。体育俱乐部的教学模式围绕“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在教学任务目标、计划内容、教材建设、师资、学生评价、教师评价构建了俱乐部的教学

模式。体育俱乐部交学模式存在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要采取针对性的有效措施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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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Mode of Sports Club in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LI Xiao-zhong
(Faculty of Education and hysical Education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51045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interview and investigation, taking the sports club of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clubs in our college since 2006, and 
constructs the management mode of the club from the structure, function, responsibility, site 
management and personnel composition. Under the club mode, it fully embodies the volunteer, 
initiative and participation of participants, the flexibility of management organizers, the diversity 
of activities, the richness of activities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funding channels. In view of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basic sports skills and independent exercise ability,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sports culture and set up rich and colorful campus sports competitions. 
The teaching mode of sports club revolves around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student 
development as the center". The teaching mode is constructed in the teaching task goal, plan 
content, teaching material construction, teachers, student evaluation and teacher evaluati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mode of sports club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and the effe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it.

Key words: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sports club mode: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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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19 日，在广东白云学院建校 30 周年之际，“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应用

型院校建设研讨会”在北校区举行。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广东省教育厅、广东

省教育研究院 、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有关领导，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天津技术师范大学、

香港大学、澳门城市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江西科技学院、西安欧亚学院、上海建桥

学院、浙江树人大学、合肥学院、宁波工程学院、南京工程学院、黄河科技学院等 30 多

所高校的代表共 20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董事长谢可滔，副董事长、副校长谢少华，校长

黄大乾，党委书记刘剑锋，副校长吴立平等出席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由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办，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广东白云学

院承办。

黄大乾校长在研讨会上致辞。

他说，本次研讨会以“聚焦湾区、

期待湾区、贡献湾区——把握新时

代大湾区发展机遇 推动大湾区高校

高水平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邀请

高等教育领域专家、领导，共同探

讨新时代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院校创

新发展的举措与经验、粤港澳大湾

区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新使命

与新定位、应用型本科院校服务粤

港澳大湾区的新机制与新模式，旨

在使高等教育更好地为湾区建设与

发展提供强大的应用型人才、智力与科技支撑建言献策，同时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如何实现

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黄大乾表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型本科院校，广东白云学院近年来在建设应用型

大学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探索。多年来，学校坚持职业教育理念，突出职业教

育特色，发挥校企合作办学传统，利用学校和企业两种不同的教育环境，深入推进“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校企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通过“六共建”，即与

企业共建学院、共建专业、共建课程、共建教材、共建团队、共建平台，“四导师”制，

即专业导师、企业导师、职业导师、思政导师，按照人才培养协同化、育人基地综合化、

课程建设校企化、毕业设计（论文）项目化的“四化”要求，培养高素质职业性应用型人才。

目前，学校与企业共建产业学院 11 个。其中，大数据学院被列为广东省首批示范产业学

院。与企业共建专业 18 个。学校先后成为全国首批应用科技大学改革试点战略研究院校、

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联盟发起和理事单位、广东省首批普通本科转型试点高校。学校《校企

协同育人“3+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荣获广东省第八届教学成果一等奖，成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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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本科院校的首例。《“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教学范式变革实践与研究》获广东省第九

届教学成果二等奖。如何进一步改革创新，着力破解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中的突出问题，

不断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水平，增强服务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以更大格局、更多智

慧、更强决心谋求高水平发展，亟待研究与实践，希望与会代表围绕主题建言献策，共商

一流应用型本科教育及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大计。

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卢晓中在致辞中说，世界一流湾区建设离不开一流高等

教育支撑，党的十九大提出“实

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战略

要求。构建湾区现代教育体系，

亟需发展壮大具有湾区特色、国

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应用

型本科教育。2016 年 6 月，广东

出台《关于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

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实施意见》， 

2018 年，广东省教育厅、省财政

厅进一步制订了《2018—2020 年

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

特色”计划》，力图通过一系列

强有力的举措，引导应用型本科

院校围绕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加

快建立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社

会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

体化发展机制，推进高水平应用

型本科院校建设，推动形成层次

结构合理、优质特色发展的高等

教育体系，助力广东在建设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应用型本科院校上

走在全国前列。粤港澳大湾区高

校正面临协同发展的制约和束缚，

需要及时有效破除，希望我们借

助交流平台，群策群力，共谋发展。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

心陈锋主任做会议主旨报告。他

对《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

方案》作了详细解读。

研讨会上，厦门大学原副校

长邬大光作《民办高等院校的道

路选择》专题报告；天津职业技

术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孟庆国作

《创新教育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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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北京大学教授郭建如作

《应用型高校的深度转型与创新发

展》专题报告；广东省高等教育学

会副会长、长江学者卢晓中作《高

等教育质量发展的五大趋势》专题

报告。

当天下午，研讨会以“高水平

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和创新发展”

为主题举办了校长高峰论坛。华南

理工大学副校长李正作《复杂性理

论视域下的高等工程教育改革思

考——兼谈华南理工大学新工科 F 计划》专题报告；西安欧亚学院董事长胡建波作《从人

才培养方案变迁看“以学生为中心”理念在应用型高校的落地——以西安欧亚学院为例》

专题报告；香港大学教授白杰瑞作《粤港澳大湾区与民办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短期与长期

挑战》专题报告；曙光瑞翼教育中心总经理谢鸥作《构建产学研生态——广东白云学院曙

光瑞翼大数据学院探索》专题报告；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校长郝志峰作《粤港澳大湾区地方

高校产教融合与校地协同的推进》专题报告；浙江树人大学校长李鲁作《应用型本科人才

培养的树大实践与探索》专题报告；惠州学院副校长郑文作《本科应用型教育还是本科职

业教育：历史的演进与现实的选择》专题报告；澳门城市大学教务长李树英作《新时代新

技术环境下的大学课堂教学改进与创新之行动研究》专题报告；东莞理工学院校长马宏伟

作《深化现代产业学院内涵建设，着力推进产学合作协同育人：东莞理工的改革实践》专

题报告。

研讨会和论坛的精彩报告，吸引了许多白云教师参与聆听。老师们听完论坛后纷纷表

示，这次论坛干货满满，个个精彩，给人很大启发，非常值得一听。

北京大学教授郭建如作专题报告

（图文 / 党委宣传部   曾进、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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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30 ～ 31 日，广东白云学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在儒学堂举行。党委书记刘剑锋，党委副书记、校长黄大乾分别以“发挥党委政治核心作

用，为立德树人铸魂领航”“坚持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题给广大教

工党员和学生党员上了生动一课。省教育工委第一指导组副组长何红娇到会指导。

“我们经常讲强化政治意识，提高政治

站位，那么什么是政治？”刘剑锋的党课从

这一基本概念说起。他指出，全面推进党的

建设伟大工程，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马

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党，

都必须加强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经

验和教训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政治建设抓

好了，革命和建设就会顺利推进，什么时候

政治建设抓不好，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受损失；

改革开放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同

样告诉我们，抓政治建设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刘剑锋表示，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

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

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

他强调，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首先就是要提高理论水平，掌握理论武器，提高政治洞

察力和政治鉴别力。他还以香港暴力事件为例，谈到如何提高政治站位，善于从政治上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强化政治意识，

提高政治站位，把党委政治核心作用落到实处，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记“立德树人”

根本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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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

提出了党的教育方针。”黄大乾的党课从党

的教育方针历史演变谈起。他对党的教育方

针作了全面阐述后指出，教育的本质就是培

养人，立德树人是对教育本质的最新认识，

是对教育发展的最新要求，是对教育规律的

最新发现。立德树人遵循了人才培养的根本

规律，学校教育就是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加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加强劳动和实践教育。黄

大乾表示，立德树人是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根本要求，回答了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教育工作

者就是要办满足人民学习需求的“成学之教”，办满足人民成人成材需求的“成人之教”，

办满足人民就业谋生需要的“成业之教”，办满足人民终生发展需要的“成已之教”，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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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人民终生幸福需要的“幸福之教”。他强调，立德树人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

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广东白云学院，要建立协同各方的协同育人观，树立育人为本的教

师职业观，树立人才培养的全面发展观，树立育人为本的教育政绩观和教育评价观。讲课

过程中，黄大乾还就学生党员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问题进行互动。

学校党委副书记易钢主持党课并对学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近期工作作

了安排部署。

互动场景（德育研究所所长、教师工作部主任刘志新教授谈对政治的理解）

党课现场

（图文 / 党委宣传部   曾进、吴斌）

书记校长为白云师生讲专题党课



48

2019 年 9 月 27 日，广东白云学院校长黄大乾为 2019 级学子讲授了一堂以“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为主题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授课中，黄大乾校长以清晰的时间脉络，从“艰辛探索，铸就辉煌历程”“沧桑巨变，

谱写壮丽诗篇”“深刻启示，引领前行之路”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而又精彩的阐述。

黄大乾校长说，新中国 70 年是史诗

般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

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实行了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

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形成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黄大乾校长精彩开讲：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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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乾校长指出，70 年，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制度创新、文化繁荣兴盛、民生改善、

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奇迹。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充分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中国速度。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有了制度保障，文化产业从

无到有，不断成长壮大，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越来越有话语权。建成了世界上规模

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增强。他

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能走过光辉历程、创造伟大奇迹，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继续书写辉煌，需要做到“四个必须”：一是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

作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二是必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三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强国之路。四是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

民是阅卷人。

黄大乾校长强调，新时代祖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是无数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共同努

力奋斗的结果，没有他们的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今天，我们青年

一代应当如何做呢？生活在新时代的大学生与祖国人民一起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

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新时代属于我们

每一个人，当代大学生要坚定理想信念，以攻坚克难的决心砥砺前行，做新时代的“筑梦

者”和“奋斗者”，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献一份力，尽一份心。

最后，黄大乾校长提议，跟着广东白云学院的《我和我的祖国》快闪视频，师生共同

唱响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

出一首赞歌……” 师生情绪高昂，用真诚的歌声唱出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与美好祝福，尽

情抒发着心中的骄傲与自豪。

黄大乾校长精彩开讲：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图文 /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浪莎、唐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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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25 日 , 广东白云学院北校区 2019 级新生开学典礼在运动场隆重举行，这

也是北校区落成后举行的第一个开学典礼。校长黄大乾，党委书记刘剑锋，党委副书记易

钢，副校长吴立平，校长助理李红英、陈峰，会计学院院长马丽莹，应用经济学院院长吴

铁雄，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李新庚出席，吴立平主持典礼。

在时光大道旁举行的开学典礼

上，黄大乾语重心长地为新生上了开

学第一课，他寄语广大新生：珍惜时

光，不负青春。未来四年，是同学们

打基础，练本领，学做人，学做事的

关键时期。大学需要通过独立思考、

主动思考，不断打破认知壁垒，拓宽

知识边界，掌握良好的技术技能，拥

有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并且逐

步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在学习具体

的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

己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大学的宝贵时光里，坚持知行合一，在实践中学

真知、悟真谛，学会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形成“与人为善、与人为友”的优良品质。要

广东白云学院北校区迎来第一个开学典礼

黄大乾校长讲话

开学典礼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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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做时间的“主人”，树立远大的目标，

制定任务清单，科学规划时间，以高度的自

律、非凡的毅力，去完成一项又一项具体的

学习任务，为青春增添靓丽的色彩，为未来

的自己储备能量，不忧不惧地拥抱这个伟大

的时代。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吴金蓉老师作为教师

代表发言，她说，白云学院不仅有崭新的校

区、美丽的校园，更有尊师重道、崇智尚学

的价值追求，每一个老师将致力于传播知识

与思想，和大家一起完善人格、淬炼品行、

提升品位。她希望同学们不忘初心、珍惜时

间，认真拥抱每一天，踏实走好每一步。

2017 级会计学 3 班张伟成同学作为老生

代表发言。他结合自己的学习经历，说明了

学习的重要性，学习的过程虽然很辛苦，但

是都成为了宝贵的财富，成为美好的回忆。

2019 级金融学 3 班姚昕芮同学作为新生

代表发言。她表示，作为新时代青年，要在

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要把

奋斗落实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

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中。

开学典礼上，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

新媒体学院播音主持系 12 名同学朗诵诗歌

《当我和你们一样》，欢迎新生加入白云大

家庭，共创美好未来。校领导为新生代表们

授戴校徽，一起见证他们正式成为“白云人”

的美好时刻。

广东白云学院北校区迎来第一个开学典礼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吴金蓉老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

2017 级会计学 3 班张伟成同学作为老生代表发言

2019 级金融学 3 班姚昕芮同学作为新生代表发言

（文 / 党委宣传部  荣丹   图 / 党委宣传部  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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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3 日，中教集团国际特色课程教学研讨会暨培训会在我校召开。会议

主要研讨了国际特色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提出组建课程

教学团队，加快推进集团国际特色专业建设。

中教集团执行董事谢少华、教学

与人力资源部总监吴金舟、教学与人

力资源部国际教育总监沈根生、教学

与人力资源部经理高志刚出席会议。

广东白云学院党委书记刘剑锋、副校

长吴立平、教务处领导、四个专业（财

务管理、会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专业负责人、各相关二级

学院教学副院长及教务处相关人员，

江西科技学院、广东白云学院、广州

大学松田学院、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5 所学校六门国际课程（基础会计、经济学、管理学、信息系统基础、

专业沟通技能、市场营销学）负责人和本学期承担教学任务的任课教师共 80 余人参加了

研讨。教务处处长李念良主持会议并在开班式中致欢迎辞。

中教集团国际特色课程教学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会议现场

与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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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白云学院党委书记刘剑锋介绍了学

校办学历程及定位。他说，学校提出的“一

个理念”即“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

“一个目标”即将学校建设成为应用学科优

势突出、职业教育特色鲜明、国内知名的高

水平应用型技术大学，“两大战略”即国际

化引领战略和信息化支撑战略，为我校建立

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院校提供了发展思路和路

径。他认为，集团推动国际特色的专业和课

程建设，体现了“引领教育的卓越与创新”

的使命，建设国际特色课程，树立国际标杆，

既是目标，也是桥梁，是各成员学校间沟通

的桥梁，是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桥梁，是中

教集团教育走向世界的桥梁。

集团教学与人力资源部国际教育总监沈

根生做了关于“建设国际特色课程”的专题

报告，指出教育国际化引领战略是践行集团

使命的路径，通过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教育理

念，借鉴国际上通用的教学准则，引进国外

优质教学资源，建设好我们的专业，打造好

我们的课程，办好教育事业，培养更多更好

的国家强起来所需要的应用技术技能人才。

他指出，努力践行中教集团“引领教育卓越

与创新”的使命，落实“教育国际化引领”

发展战略，要边认识，边实践，边总结，边

教研，不断进步，强国、强人、强教育，培

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为伟大民族复兴做贡献。

吴立平副校长做了关于“践行国际化引

领战略培养具有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职业性应

用型人才”的专题报告，在践行国际化引领

战略的举措中，主要从构建基于新商科专业

集群理念的课程体系；创新与国际接轨的人

才培养模式；采用国际通用的课程标准；践

行“以学生为中心”设计教与学活动等方面

进行实践，同心协力，将建设国际特色专业

及课程落到实处。

会上，《基础会计》课程负责人刘瑾、《经

济学》课程负责人凌杰、《管理学》课程负

责人庄文仲、《信息系统基础》课程负责人

黄丽、《专业沟通技能》课程负责人孙士伟、《市场营销学》课程负责人娄琦琳六位集团

党委书记刘剑锋讲话

集团教学与人力资源总监吴金舟讲话

副校长吴立平做专题报告

集团教学与人力资源部国际教育总监沈根生做专题
报告

中教集团国际特色课程教学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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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负责人对课程教学及课程建设进行了分享与交流。全体任课教师也对教学理念、内容、

方法、评价考核模式等进行了分组交流与讨论。

集团教学与人力资源部总监吴金舟作了总结讲话。他指出，集团的教育理念和使命是

引领教育、卓越与创新。集团主要从制度层面、实施层面、保障机制层面进行国际特色专

业及课程建设。国际化是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国际化战略对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提高教

育教学水平、提高办学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共同研究、扎实开展，

将国际化课程落到实处，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针对建设国际特色课程教学，他提出以下

四点要求：一是课程建设要以专业为导向，课程要围绕着专业进行设置；二是课程与课程、

课程与专业之间要求互相交叉联系；三是要多学习、参照优秀先进的教学大纲及教材，多

对比，多学习；四是科学合理分配和使用课堂教学中英文语言占比比例。

参会人员合影

（文 / 教务处  沈瑶   图 / 党委宣传部  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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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下午，我

校召开 2019 ～ 2020 学年

第一学期毕业生就业工作

专题会议。校长助理陈峰

出席，各二级学院教学副

院长、党总支书记、职业

导师及就业指导中心全体

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就业指导中心主任赵霖主

持。

陈峰在讲话中首先肯

定了我校 2019 年毕业生

就业工作所取得的进步，

经过大家共同努力使学校整体就业率由去年的 91.17% 提升至 95.66%，且高出全省今年本

科平均就业率（93.44%）2 个百分点。他同时指出，高就业率并不完全等同高质量就业，

希望大家要群策群力，研究探讨高就业率向高质量就业的转化，尤其要关注学校“3+1”

培养模式的“1”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与促进，以及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对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作用。他还对接下来的就业质量年报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做好就业质量年报

工作的数据采集；二是挖掘和分析调查数据背后的深层次规律，从而让毕业生就业质量报

告能更科学地为专业人才培养工作提供参考依据；三是紧紧围绕人才培养中心工作，撰写

一份数据可靠、分析透彻，能充分体现学校办学成效和特色的高质量就业质量年报。

会上，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黄天林汇报了 2019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工作的基本情况，

对省就业新系统中智慧招聘平台的使用进行了说明，同时通报了我校 2019 年毕业生就业

与职业发展调查数据采集工作的进展情况，对下一阶段如何更高效、更有针对性地采集数

据进行了布置。各二级学院参会人员对毕业生就业质量调查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进行

讨论，如何更加高效完成相关工作进行了交流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就业指导中心赵霖主

任在会上强调，就业质量报告是就业工作成果的一个重要呈现方式，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还受到样品量大小及分布、样品结构、研究工具及研究方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保证数据

采集的质量是完成就业质量报告的基础。因此希望就业指导中心与各二级学院通力合作，

针对毕业生就业统计和调查工作的常态化及琐碎性，加强沟通与协同，就业指导中心以服

务为宗旨，及时向二级学院反馈各项数据，希望各二级学院要统筹协调，分工明确、责任

到人，形成推进各项工作的合力，大家共同努力把毕业生就业的各项工作做扎实做到位，

提高工作质量和水平。

毕业生就业专题会议带来好消息：广东白云学院

就业率提升至 95.66%

会议现场

（文 / 就业指导中心  陈晓婷   图 / 就业指导中心  胡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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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16 日，广东省教育厅印发《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教学质量与教学改

革工程”建设项目 2018 年度验收结果的通知》（粤教高函〔2019〕74 号），我校 16 个

省级“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先后经过校内结项、省厅专家组评审，正式被

认定为省级“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在各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成员辛勤劳动和付

出下，我校在本次项目验收中取得了可喜成绩。

我校 16 项省级“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建设项目通过验收

通过 2018 年度验收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名单

（文 / 教务处  孙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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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推进首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基地资助工

作，2019 年 6 月 26 日，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共同举

办的资助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基地暨大师进校园活动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我校荣获

首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传承创新基地院校”称号。艺术设计学院服装系副主任董炜、服

装与服饰设计工程专业负责人王银华副教授参加了会议。

会上公布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传承创新基地院校” 、“百名大师进校园活动首批

院校合作大师”的遴选结果。本次共有 51 所院校，180 名大师申报，其中国家级工艺美

术大师 63 人，经过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委员会的评选，26 所院校荣获首批“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传承创新基地院校”称号，41 名大师荣获“百名大师进校园活动首批院校合作

大师”称号。

学校将以此次被授予首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传承创新基地院校”称号为契机，以学

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特色工艺美术类专业为依托，充分有效利用大师资源，加强与大师在课

程建设、专业建设、科研建设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发挥学院文化传承创新的优势与作用，

为提高专业人才培养水平做出积极贡献。

 

广东白云学院被授予首批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传承创新基地院校”称号

王银华副教授（左二）

（图文 / 艺术设计学院  董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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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砥砺奋进，70 年春华秋实。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由广东白云学

院艺术设计学院（新媒体学院）主办的“我和我的祖国”文艺汇演 10 月 29 日学校大礼堂

举行。700 余名师生代表观看了演出，精彩演出赢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

“世界要是没有光，也就没有扬花

飞絮的春天，也就没有百花争艳的夏天，

也就没有金果满园的秋天。”由庄宇彬、

高旭、曾朝野等播音班学生共同带来的

诗朗诵《光的赞歌》拉开了此次文艺演

出的序幕。舞蹈《红色娘子军》再现了

那个特殊年代动人心魄的历史往事，演

绎了一群善良女性艰苦卓绝的坎坷命运；

舞台剧《刑场上的婚礼》不仅让我们看

到了红若木棉花的伟大爱情，也让我们

看到了在国家危难时刻人民的忠诚与坚

强；歌曲《红旗飘飘 . 大中国》结合视频

再现了我校龙狮团在天安门广场国庆联

欢活动的精彩表演，点燃了现场的热情

和奋斗激情；《金陵十三钗》向观众呈

现了“每一个向死而行的生命背后，都

有一段不应被忘记的英勇故事；每一个

热烈燃烧的忠魂之中；都蕴藏着一种不

屈不挠的民族精神。音诗画《雾重庆》 

告诉大家“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

大！勿忘国殇，吾辈自强！”大型音画

史诗《我和我的祖国》压轴出场，激励

中华儿女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本次文艺演出作为我校第二十二届

文化艺术节的一个项目，契合了“献礼

华诞七十载  峥嵘奋进白云梦”的活动主

题，不仅展现了我校学子的文艺底蕴和

艺术修养，抒发了广大师生爱党爱国情

怀，同时也激励了全体师生高昂的斗志、

饱满的热情，有助于共同营造观察美、

欣赏美，爱白云、赞白云、创造美好白云的良好氛围。

“我和我的祖国”专场文艺演出

在师生中引起热烈反响

诗朗诵《光的赞歌》

舞蹈《红色娘子军》

舞台剧《刑场上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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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专场文艺演出拉开了为期两个月的第二十二届校园文化艺术节的序

幕，接下来还将有思想引领类、传统文化类、社团文化类、体育文化类、高雅艺术类、学

术与专业文化类、综合类等七大类精彩的校园文化活动陆续上演。

（文 / 校团委  王晓艳、新媒体学院  皮玲玲

图 / 校团委青年传媒中心、新媒体学院  廖文浩、李旭贵）

歌曲《红旗飘飘·大中国》

音诗画《雾重庆》

舞台剧《金陵十三钗》

大型音画史诗《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专场文艺演出在师生中引起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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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7 ～ 19 日，广东省社科联 “2019 年度广东省社科联基地智库人才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训班”上传来喜讯，我校省社科联基地“珠三角城

乡统筹发展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获得全省 66 个智库基地唯一“优秀”等级，这是继去年

后我校连续 2 年获得全省基地考核排名第一。

本次培训班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来自全

省 66 家省社科联决策咨询研究基地、社会科学研

究基地和岭南文化研究基地的主要负责人、核心专

家共 80 余人汇聚一堂。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

张知干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省社科联决策咨询研

究中心主任郑红军研究员宣读了《2018 年度基地检

查情况通报》。黄大乾校长作为优秀基地代表做了

《紧跟新时代，开创新局面》的经验交流，汇报了

2018 年以来广东白云学院省社科联基地工作的主要

成绩，黄校长分 5 个部分介绍了 2018 年的工作经验，紧跟新时代、牢记新使命、学习新思想、

取得新成果、构建新体制，并从总体思路、建设目标、重点战略和实施措施 4 各方面提出了

今后工作思路。他总结了 2018 年以来，依托决策咨询这一平台的专家学者，在 2017 年我们

基地获得 6 项省委常委批示的咨询报告的基础上，2018 年以来，基地为省委省政府提供决策

咨询报告 13 份，其中“国外推进军民融合的经验对广东的启示”获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

记张硕辅批示。一年多来，作为城乡统筹发展与社会治理研究的新型智库，围绕十九大报告，

深入广东调查研究，联系企业，走访群众，答疑释惑，满足广大群众对掌握新思想的需求。

基地常务副主任杨新荣教授带领团队深入广东乡村调查研究，在国家自科基金 A 类重要期刊

《农业经济问题》（2018 年第 6 期和 2019 年第 8 期）连续两年发表省长批示的关于“乡村

振兴战略的推进路径研究—以广东省为例”的智库成果和“乡村社会治理的框架、模式与路

径研究—以广东省为例”的省社科联重点项目研究成果。建设了 1 个在省内同类高校具有领

先水平的工商管理重点学科；围绕这一平台建设申请 8 项省、市级科研项目，支持和鼓励具

有一定实力的教师申报和承担科研项目；整合学科优势，组成专项课题组，深入广东农村，

调查乡村治理和乡村文化复兴，完成了省社科联 2 项重点课题，并取得优异成果；以平台为

依托，汇集全校社科力量，全校组建了 8 个校级科研平台，成绩显著；实施交叉集成战略，

使科学研究取得新的成果。该决策咨询平台杨新荣教授 2018 年以来参加省社科联主持的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讨会 2 次，并作专题发言。平台专家主持省级科研

项目 10 项，完成 7 项，横向科研项目 2 项，发表学术论文达 63 篇，其中，国家一级期刊 2 篇，

CSSCI 期刊 8 篇，资助出版高水平专著 3 部，获省社科联改革开放 40 周年优秀调研报告奖 2 项。

通过学习培训，各基地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纷纷表示，此次培训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

很强。接下来，各基地将根据张知干书记的讲话要求，组织基地专家及时开展重大理论和现

实问题研究，进一步发挥广东新型智库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

广东白云学院省社科联基地“珠三角城乡统筹与

社会治理研究中心”连续 2 年获广东省社科联 

年度考核优秀排名第一

黄大乾校长做主题发言

（图文 /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杨勇军、杨新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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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7 日，第三十二届广

东省高校价值工程研究会学术年会、广

东省运筹学会第四次学术会议筹备工作

会议在广东白云学院北校区召开。出席

会议的人员有广东省高校价值工程研究

会胡军会长、谭浩邦顾问、左小徳常务

副会长、徐咏梅副会长、晋琳琳副会长，

广州信息协会罗敏静会长、何超先副秘

书长，广东省运筹学会曹炳元理事长、

柏友文董事长，广东白云学院校长黄大

乾、校长助理陈峰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等

26 人。

珠三角区域物流研究中心王术峰主

任向与会者汇报了两个学术会议前期准

备情况，他从筹备过程、组织落实、学

术论文撰写、经费安排、会议人员、会

议议程等方面进行了汇报。左小德介绍

了广东省高校价值工程学术年会的概况

以及历届年会的举办情况，总结了历届

年会举办中存在的问题，对本次我校承

办年会提出了建议。罗敏静介绍了广州

市信息协会的背景及宗旨，提出将价值工程的研究成果最终应用于企业，是企业不断提高

效益的有效途径，企业亟需学术界的指导，本次学术年会将为价值工程专家学者和企业提

供对接平台，实现研究成果的应用转换。曹炳元介绍了广东省运筹学学会成立的情况、运

筹学在物流行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物流分会的成立为广东省物流企业在运筹学研究成果转

化提供中介和平台，并对年会的筹备提出了建议。

科研处处长周美娟对两个学术年会的学术价值给予了肯定，并在科研经费使用、科研

成果转化以及促进我校教师提升科研水平等方面发表意见。陈峰肯定了举办这两个年会对

于我校提升知名度和科研水平的重要意义，学校将从场地、物资、交通、食宿、安全等方

面全方位保障好本次年会的顺利召开。

经过讨论，与会人员就会议的规模、议程、会议筹备以及工作分工等内容达成了共识。

第三十二届省高校价值工程研究会学术年会

省运筹学会第四次学术会议筹备工作会议

在广东白云学院召开

与会人员进行会议讨论

与会人员在时光广场合影留念

（文 / 工商管理学院  饶慧   图 / 工商管理学院学生  钱喜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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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由我校建筑工程学院申报的薄壁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开发中

心项目，获得了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科研平台项目立项。面对来自各界的赞誉，建筑工程

学院院长郭保生教授保持着一贯的低调，他表示：“这不仅是一份事业，更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与使命。”今年 63 岁的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取得了累累

硕果。在薄壁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领域，他积极带领团队，抢占行业制高点，突破重重困

难，最终获得成功。未来，任重而道远，他们将在这个领域深耕细作，不断地推动行业发

展，逐步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1    独具慧眼，抢占行业先机

谈到此次项目申报成功的“法宝”，郭保生总结，“很重要的原因是找到了一条新的

起跑线。”“在许多成熟的研究领域，我们很难实现弯道超车，不可能赶超那些重点院校。

但是我们可以另辟蹊径，在新的道路上，和同行处于同一个起点上赛跑，我们就有了获胜

的机会。”

早在 2015 年，郭保生就瞄准了“薄壁轻钢装配式建筑”这条新的“起跑线”。他先

后赴日本、英国等国家进行考察，被国外先进技术所吸引，并深受启发。薄壁轻钢结构装

配式建筑作为一种高科技、高性能、高效率、大规模、低能耗的环保住宅，符合发展低碳

经济和节能省地新型住宅的要求。 经过“十二五”的大力推动，目前全国已有 56 个国家

住宅产业化基地，11 个住宅产业化试点城市，行业整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状态。郭保生

通过多方考察，做出判断，这块尚未深度开发的领域，将会是未来发展的巨大趋势，这对

广东白云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来说，将是不可多得的历史发展机遇。

经过深思熟虑，他萌发了一个念头，在薄壁轻钢装配式建筑开展研究，并且是：马上！

他知道，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在同行还没有起步的时候，早一天动手，就意味着多一些机会。

就这样，凭借独特而犀利的眼光，郭保生带领他的团队，开始进入了薄壁轻钢装配式

建筑这个领域，率先抢占了行业的制高点，并逐渐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

2    博采众长，注重产教融合

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接下来就是踏踏实实的行动。“学校的办学目标是建设应用学

科优势突出、职业教育特色鲜明、国内知名的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所以我们在工作中一

定要重视应用技术。”郭保生深刻领悟学校的办学特色，注重产教融合，和优秀企业进行

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并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参与项目研究的积极性，汇聚集体智慧，共

同完成重要的研发工作。

广州合适家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是建筑工程学院进行深度合作的企业之一。郭保生介

绍，这家企业已经使用先进的国际知名软件（VertexBD）进行生产，具有与薄壁轻钢结构

独辟蹊径 , 争做行业“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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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项目密切相关的模拟分析软件、数理统计分析软件、智能建筑软件等。“和优

秀企业开展合作，师生们能在实践中检验书本上的理论，并且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有了

更多更大的工作热情。”

在与企业广泛合作的同时，建筑工程学院开展了一系列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申

报，包括一种轻钢结构加工成型装置（专利号：ZL2018213019688.4, 2018）、一种轻钢结

构住宅框架（专利号：ZL2018213019673.4, 2018）、一种轻钢结构模块化住宅（专利号：

ZL 2018213019156.4, 2018）等。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建筑工程学院先后成立了装配式建筑

实验室，建筑 BIM 工程研究中心，薄壁轻钢装配式建筑工程设计中心、材料研究中心、

监测中心、智能设计平台等一系列硬件设施。

这些专利技术和实验中心，展示了广东白云学院作为应用技术大学的能力与特色，并

为项目的成功申报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

3    无畏质疑，引领行业发展 

今年广东普通高校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共立项 8 项，其中公办本科院校占了 7 项，

民办高校只有 1 项，可见申报难度之大、成功几率之低。这唯一的项目，就是郭保生教授

主持申报的薄壁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开发中心。这是自 2014 年广东省实施创新

强校工程以来，学校首次获得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科研平台项目，对学校的科研工作而言，

具有历史性的发展意义。

由于申报难度大，申报过程中，郭保生和他的团队，遭到了一些同行的质疑。但外界

的质疑没有阻挡郭保生教授前进的脚步，来自湖南衡阳的郭保生充分发挥了湖南人的“霸

蛮精神”，没有退缩，没有放弃，而是带领团队，一步一个脚印，坚实地走过来，并最终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项目申报成功后，学校拟在薄壁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设计平台、薄壁轻钢结构装配式

建筑自动化装配生产线和薄壁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检验验收技术标准等方面进行研究和实

践，经过三至五年的建设，成为广东省薄壁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领域的技术研究开发和企

业生产支持基地。郭保生和他的团队，将担负更加艰巨的使命，乘风破浪、砥砺前行！

独辟蹊径 , 争做行业“领头羊”

郭保生（左）在日本考察 郭保生（左）在英国考察

（文 / 党委宣传部  荣丹   图片来源：建筑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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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10 ～ 12 日，致力于研讨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中德论坛第七次会议

在杭州举行。广东白云学院校长黄大乾教授应邀参加并做专题报告，发展规划处副处长饶

丽娟随同参会。本次论坛由浙江科技学院承办，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浙江省教育厅

和全国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等指导，来自中德两国 160 多家应用型高校的校长、专

家学者和 30 余家企业代表共三百余人齐聚一堂，以“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 提高质量”为主

题，探讨产教融合中的人才培养、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以及政府、高校、企业和行业的协

同创新等问题，并发布《杭州共识》。德国驻上海总领事欧珍博士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论坛设置主旨报告与四个平行论坛。

黄大乾校长以“职业性、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协同模式”为主题，介绍了广东白云学

院与企业协同育人的机制与模式。他以“为

什么要协同育人”“当前校企协同育人的

症结何在”为引，认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应之间的利益博弈是产教融合难落实的原

因，并着力以“六共建”“四导师”为路

径分享了我校对高素质职业性、应用型人

才培养协同模式思考与实践。

作为中德高级别人文对话交流平台之一，中德论坛从 2007 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

大会，由中德高校轮流主办。下届论坛将由德国埃尔福特应用科学大学主办。

广东白云学院已与德国慕尼黑应用语言大学等院校签订合作协议，多批次学生赴该校

学习，相信加盟中德论坛将为我校与德国更多优质应用类院校及企业的教育合作提供新机

遇。

黄大乾校长应邀参加第七届中德论坛并做专题报告

第七届中德论坛参会代表合影

黄大乾校长做专题分享

（图文 / 发展规划处  饶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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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6 日， 马 来 西 亚

砂 捞 越 大 学 副 校 长 艾 哈 迈 德 . 哈

达 . 拉西特、砂大商学院总裁潘振丰、

Oneoffer 教育集团中国大学关系部

总裁凌望和华南区总经理卢勇良一

行 4 人来广东白云学院访问。广东

白云学院校长黄大乾、教务处处长

李念良、国际学院副院长刘毅等会

见了来宾。会计学院院长马丽莹、

应用经济学院吴金融主任等陪同接

待了外宾。

黄大乾校长对马来西亚砂捞越

大学代表团的到访表示欢迎，并向

来宾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广东

白云学院建校 30 年来，在职业性、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道路上不断探索。

学校实施国际化引领战略，先后与

10 个国家和地方 27 所大学开展学

分互认、短期交流、带薪实习等合作。

黄大乾表示，马来西亚是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我们愿意与来自马

来西亚的高水平大学开展教育合作。

李念良重点向来宾介绍了我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范式变革和“3+1”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坚持“市场导向、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的校企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模式。

马来西亚砂捞越大学（UNIMAS）是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重点培养的 20 所公立大学之

一，也是马来西亚东部规模最大、排名第一的综合性大学。砂大副校长艾哈迈德 . 哈达 . 拉

西特对广东白云学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砂大今年是建校 27 周年，与广东白

云学院一样是一所年轻有活力的大学。两校在办学理念、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

有许多相似之处，非常希望开展与广东白云学院的合作。

双方就“3+1+1”本硕连读项目、交换生项目、教师学历提升（博士项目）三个方面

开展深入合作并达成了共识。双方表示，要发挥两校各自的教育教学优势，在项目合作、

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交流。

黄大乾校长接待马来西亚砂捞越大学副校长

艾哈迈德 . 哈达 . 拉西特一行

双方代表合影
（左 5：黄大乾校长， 右 5：艾哈迈德 . 哈达 . 拉西特副校长）

双方代表介绍各自学校情况

（图文 / 国际交流处  徐媛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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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9 日， 美 国

布鲁姆菲尔德学院副校长 Peter 

K. Jeong、中国区代表曾繁耀博

士来我校访问。校长黄大乾会

见了 Dr. Jeong 一行。会计学院

院长马丽莹、艺术设计学院副

院长成骏、国际交流处副处长

刘毅、国际学院北美区项目主

任周静等参与此次会见。

黄大乾校长对 Dr. Jeong 一

行到我校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他表示，继沈根生副校长今年

1 月率领代表团访问布鲁姆菲

尔德学院后，又迎来了布鲁姆

菲尔德学院的回访，证明我们

十分重视两校的合作。黄校长

向客人重点介绍了广东白云学

院和中教集团的发展近况，广

东白云学院在集团中的地位和

作用以及目前学校国际合作教

育的实施情况。

Dr. Jeong 十分感谢黄大乾

校长亲自出面接待，感谢沈根

生副校长年初率团访问布鲁姆

菲尔德学院，推动了两校的合作。他表示将积极做好会计和艺术类专业 3+1+1 本硕项目，

这是布鲁姆菲尔德学院在全球合作的院校中首次实行的合作模式，通过该培养模式，学生

将获得广东白云学院和布鲁姆菲尔德学院的两个学士学位和一个硕士学位。另外，他表示

十分愿意首先开展两校师生暑假学习交流活动和交换生项目。

马丽莹和成骏分别介绍了会计学院和艺术设计学院的专业发展历史和国际合作项目的

情况，并表示将于明年暑期组织师生到布鲁姆菲尔德学院开展基于专业的短期交流。随后，

双方就合作细节和项目推动情况进行了进一步的商讨。

最后，双方签署了会计专业 3+1+1 双本一硕项目的合作协议。

美国布鲁姆菲尔德学院副校长 Peter K. Jeong

来访广东白云学院

黄大乾校长（左）与 Dr.Jeong 签署合作协议

双方代表合影

（文 / 国际学院  周静   图 /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曹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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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在线讯：由广东白云学院国际学院党支部书记谢远霞带领、组织部副部长李

建华和应用经济学院杜志亮老师参加，广东白云学院师生一行 15 人于 2019 年 7 月 20 日

至 8 月 19 日，顺利完成了四周的赴英国学习交流活动。今年是第二期年度师生赴英学习团。

在 28 天里，师生们访问了世界知名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诺丁汉大学、巴斯大学），

参观了 7 个英国知名城市（伦敦、约克、巴斯、伯明翰、牛津、剑桥、诺丁汉），游览了

12 个文化历史景点包括英国最美的水上威尼斯城市和诺丁汉周边古老的森林公园。

8 月 1 号师生们受到了诺丁汉市市长的接

见，市长对广东白云学院学习团表示热烈欢迎，

期待广东白云学院在诺丁汉市开展更多更深入

的合作项目，也期待有机会来广东白云学院访

问并出席 30 周年校庆。

学习交流期间 , 师生们通过学习实践、现

场观摩、工作坊、座谈交流、校园参观等多种

学习交流方式，师生们深入了解了英国高校的

课堂教学模式和方法，领略了英国的风土人情

和文化历史，还有通过与英方高校的洽谈，达

成了深度合作意向，取得了丰硕成果。学习交流活动的主要亮点有：

7 月 21 日学习团师生抵达诺丁汉，受到了赴英学习交流活动主办方诺丁汉大学负责

人 Linkko 女士、课程主管 Liz 女士以及负责学习团教学的 9 名老师等领导的隆重欢迎。在

诺丁汉学习的 28 天里，师生感受到了有趣的课堂教学，激烈的小组讨论，培养了学生的

团队协作能力、演讲能力，顺利完成了全部课程安排，进过结业考试，学生们获得了优秀

的成绩和好评。8 月 12 日谢远霞和李建华与中教集团内兄弟院校江西科技学院的学习团

领导一起同英方代表就深化项目合作事宜对 2020 年的交流活动进行了沟通和部署。

7 月 28 日，学习团一行参观了仰慕已久

的世界知名大学——剑桥大学。剑桥大学与牛

津大学、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同属“G5 超级精英大学”，八百多

年的校史汇聚了牛顿、开尔文、麦克斯韦、玻尔、

玻恩、狄拉克、奥本海默、霍金、达尔文、沃森、

克里克、马尔萨斯、马歇尔、凯恩斯、图灵、

怀尔斯、华罗庚等科学巨匠，弥尔顿、拜伦、

丁尼生、培根、罗素、维特根斯坦等文哲大师，

克伦威尔、尼赫鲁、李光耀等政治人物以及罗

伯特·沃波尔（首任）在内的 15 位英国首相。

广东白云学院师生暑期赴英国学习参观

牛津、剑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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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诺丁汉市市长见面合影

参观剑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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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9 年 3 月，共有 117 位诺贝尔奖得主（世界第二）、11 位菲尔兹奖得主（世界第六）、

7 位图灵奖得主（世界第八）曾在此学习或工作。

8 月 4 日学习团一行参观牛津大学时，白

云学子领略了世界高等学府的风采，激起了学

子们对高等学府的向往。学子们走在牛津市区

的街道上，被市内古朴华丽的建筑所吸引，被

整个城市浓厚的文化气息所影响。师生们参观

了牛津大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虽然只是学校

博物馆，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藏品非常丰富，

从化石到动物标本、从各地文化标志物到各式

瓷器陶器，应有尽有。世界名校深深地激发了

白云师生对大学教育的激情，表示教育就是培

养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

经特意安排，谢远霞与部分学生看望了我

校在英国留学的 4 名同学，他们分别通过本升

硕连读项目在与我校合作的密德萨斯大学和普

利茅斯大学学习。见面会上，谢远霞传达了学

校对白云留学学子的关心，希望早日学成归来，

为祖国建设服务。学生们与母校师生分享了留

学心得，为有意向留学的学弟学妹们答疑解惑，

坚定了白云学子赴英留学的意愿。

赴英学习团的全体师生们十分感谢学校提

供出国学习的机会，坚信在广东白云学院“教育国际化引领战略”的指引下，教师的教学

理念更具有国际视野，学生们的学习理念更具有国际远景，学校的教育事业发展更具有国

际特色。

参观牛津大学

参观约克

参观剑桥圣凯瑟琳学院 结业典礼

（通讯员  谢远霞、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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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21 日至 8 月 11 日，广东白云学院国际交流处副处长（国际学院副院长）

刘毅、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成骏、艺术设计学院全泉、彭新媛老师以及艺术设计学院学生

等一行 16 人先后赴澳大利亚与三所合作院校——艾迪斯科文大学、联邦大学、纽卡素大

学学习访问，期间参访三所百年名校西澳大学、墨尔本大学和悉尼大学。通过学习实践、

现场观摩、工作坊、座谈交流、校园参观等多种方式，深入了解澳大利亚高校的课堂教学

模式和方法、专业建设与课程质量保障体系、产教融合等方面情况。通过与澳方高校的洽

谈，达成了诸多合作意向，取得了丰硕成果。

7 月 22 日学习团师生抵达珀斯，受到了艾迪斯

科文大学（ECU）国际交流处负责人 Simon 先生、

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Clive 教授以及人文艺术学院服装

系主任 Justine 教授等领导的欢迎，并开展了交流座

谈和校园参观等活动。在 ECU 学习的 14 天里，师

生在课堂上先后完成了动漫设计、室内设计、手绘

创意、服装设计与制作、创意扎染等项目的学习。

学习过程中虽然存在一定的语言障碍，但在 ECU 富

有经验的老师悉心指导下，学员们均能高质量完成全部设计流程，并进行作品展示，得到

了 ECU 校方的好评。学习之余，还开展了名校参访和人文风物参观考察活动。

学习期间，广东白云学院与 ECU 国际处以及人

文艺术学院负责人举行了项目洽谈会，就如何进一

步深化两校合作达成了共识。ECU 确认，将于 2020

年选送 20 名左右的学生来我校交流学习，也将于

今年 12 月派代表参加我校 30 周年校庆。人校已确

认，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相关专业的国际项目统

一纳入常规教学管理，并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目

标，研制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双方教师

联合申报科研课题和发表学术论文方面，成骏也欢

迎 ECU 同事一起加入，充实“中澳设计研究院”的

合作内容。

8 月 6 日，刘毅副处长、成骏副院长等师生 6

人访问了澳大利亚联邦大学（FedUni，原巴拉瑞特

大学）。FedUni 主管国际的副校长 Talal Yusaf 教授、

艺术学院院长 Anddrew 教授等 7 人接待了我校学习

团。Talal Yusaf 表示联邦大学与我校合作历史悠久，

可追溯到 2008 年（注：我校第一个获得教育部批准的中外联合办学项目即为与联邦大学

联合开展）。刘毅回顾了两校的合作概况以及成果：我校已经有 100 多名学生获得 FedUni

广东白云学院师生学习团赴澳大利亚高校

访学交流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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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艾迪斯科文大学君达乐校区

参访名校西澳大利亚大学

师生获 ECU 颁发的访学结业证书并与 ECU
领导和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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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历学位，其中不乏后来被昆士兰大学等名校录

取为硕士研究生的同学。针对两校商科（市场营销）

课程合作协议的签署，FedUni 国际处表示将及时启

动课程对接等前期准备工作。

8 月 8 日，刘毅副处长、成骏副院长到访澳大

利亚纽卡素大学（UON），与纽卡素大学教育与艺

术学院主管国际事务的助理院长 Mario 教授、主管

教学的副院长 Michael 博士、国际处 Tommy 等 5 人

共同出席洽谈会。在艺术教育领域深入交流两校在

人才培养定位与培养模式、产学研合作与成果产出、

师资队伍发展等方面的做法与经验。据 Mario 透露，

UON 的科研实力在澳大利亚高校中名列前茅。成骏

介绍了我校艺术设计类专业基本情况和教学成果、

演示了学生设计的作品。UON 同行对我校艺术设

计类专业的教学成果赞叹不已，表示两院在艺术设

计领域的专业设置、教学模式以及教学成果方面有

很多相似性和互补性，合作空间巨大。成骏表示，

UON 标准化的课程结构，给今后艺术类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的研制以极大的启发。Mario 院长最后表示，

UON 可以与任何一家海外高校开展教育合作，数量

也不受限制，但观看完我校的成果介绍后，他改变

了主意：UON 只想与业内如此具有特色和创意的学

院合作，而广东白云学院是 UON 在华南地区乃至中

国重点合作的少数几个高校之一。

在 UON 会谈访问期间，两校交换了课程资料，

并将于新学期开学后启动课程对接工作。刘毅代表

学校，邀请 Mario 院长在年底访问广东白云学院，

并在 30 周年校庆国际学术会议上作报告。期间，刘

毅、成骏看望了在 UON 留学的我校学生，并会同 UON 国际处相关负责人现场解决了学生

遇到的问题。

此行是广东白云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自 2018 年后第二期组织以艺术设计专业为导向的

师生赴澳学习团。今年 16 名师生分成了 A、B 两团。两团所有成员均在位于珀斯的 ECU

完成了两周的课程学习，并参访了西澳大利亚大学。随后 A 团的 10 名同学离开珀斯回国，

圆满完成海外学习交流。其余 6 名 B 团师生，先后访问了联邦大学、墨尔本大学、纽卡素

大学和悉尼大学。刘毅副处长代表国际交流处并作为澳新区项目主任，完成了对 3 所合作

大学的工作访问与业务洽谈；成骏副院长带领艺术设计学院师生，完成了专业方面的学习、

交流和调研。21 天，3 个城市，6 所大学，学习、参观、交流、调研，这是基于专业的师

生海外学习交流形式的创新，是进一步落实国际化引领战略的重要举措。

访问澳大利亚联邦大学

参访墨尔本大学时在设计学院前留影

参访墨尔本大学时在设计学院前留影

参访名校悉尼大学

（图文 / 国际交流处  刘毅、艺术设计学院  成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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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15 ～ 30 日，尼泊尔国家武术协会邀请我校教育与体育学院李东彪老师

前往首都加德满都布达尼尔坎塔市，为该国家武术协会的运动员和师生进行了为期十五天

的舞龙舞狮教学培训。国务院侨办办公室委任的中尼文翻译教师董静文、黄凯同行并负责

协助教学工作。

舞龙舞狮是中国的传统民间习俗

文化，现已遍及东南亚、澳大利亚、

欧美等国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

志， 也深受尼泊尔师生喜爱。6 月 15

日，尼泊尔国家武术协会为李东彪老

师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献上五彩

哈达和幽香淡雅的白色茉莉花。李东

彪老师在 WUMA 功夫联盟学校为来

自不同学校的 50 名大、中、小学的

学生和教师进行了舞龙舞狮的教学培

训，内容包括舞龙舞狮历史与文化、

鼓乐与南狮基本功、舞龙动作与节目

编排等，此次教学培训激发了师生们

对龙狮文化的了解和学习热情。李东

彪老师生动有效的教学，吸引了尼泊

尔多家媒体的采访报道。

6 月 29 日，尼泊尔副总理兼国防

广东白云学院老师赴尼泊尔开展舞龙舞狮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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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博克瑞尔、尼泊尔教育部领导、体

育局局长、武术协会会长、各高校校长、

领导及各大媒体观看了教学成果展演。

博克瑞尔为狮子点睛，对李东彪老师的

教学成果给予高度赞赏与肯定，颁发了

荣誉证书。他表示，本次舞龙舞狮教学

培训活动在师生中营造了浓厚的舞龙舞

狮文化气氛，大大调动了尼泊尔人民崇

尚中国武术龙狮文化的积极性，增进了

尼中人民之间的友谊。

尼泊尔国家武术协会和 WUMA 功夫

联盟学校表示，将进一步与广东白云学

院合作开展师生交流活动，不断推动尼

中两国文化的交流，落实“一带一路”

的文化融通。WUMA 功夫联盟学校校长

MAHESH KUMAR SHRESTHA 通 过 微 信

向我校沈根生副校长表达了深度合作的

意愿，沈根生表示十分愿意探讨合作意

向，欢迎 WUMA 功夫联盟学校校长在方

便的时候访问广东白云学院。

龙狮教学汇报

尼泊尔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博克瑞尔为狮子点睛

龙狮教学汇报现场

尼泊尔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博克瑞尔（左）为李东彪（右）
教练颁奖

（图文 / 教育与体育学院  李东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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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5 日，中国民办教育辉煌四十周年暨广东当代优质民办学校颁奖大会

在广州市番禺执信中学举行。广东白云学院荣膺广东当代民办学校突出贡献奖，在获奖的

12 所高校中排名第一。

为总结 40 年来民办教育在改革开放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和先进办学经验，表彰在 2019

年广东当代优质民办学校评选活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单位，由广东教育学会、广东教育督

导学会、广东省教育基金会、广东省中小学德育研究会、广东当代民办教育管理研究院主

办，广东省教育基金会“三村”（全国）民办教育奖励基金资助的“纪念中国民办教育辉

煌四十周年暨广东当代优质民办学校评选活动“今年 3 月拉开序幕，评选设广东当代民办

学校突出贡献奖、广东当代优质民办学校奖、广东当代优秀民办学校奖、广东当代特色民

办学校奖、广东当代最具竞争力民办培训机构奖等五个奖项 , 其中“突出贡献奖”是最高

规格的奖项。评选活动历时 7 个月，经历了参选报名期、参选培训期、补充资料期、专家

评审期、现场评审期、获奖公示期、表彰颁奖仪式等 7 个阶段，此次活动近 300 个报奖单

位，共有 173 个机构获奖，最终评选出“突出贡献奖”高校 12 所、中小学 12 所、职校 1 所，

培训机构 1 所为获奖机构。

广东教育学会会长李学明首先代表主办单位，向获奖的全省各民办教育机构表示热烈

祝贺。他充分肯定了全省民办教育机构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孜孜以求又脚踏实地的可贵

精神，对办学人自愿肩负起为我国教育事业添砖加瓦的责任和情怀，给予赞赏，并向各位

及为广东民办教育事业付出辛劳和智慧的全省民办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他殷切

希望各位优秀的民办教育办学人，在民办教育新政下愈加坚定信念，矢志不渝，坚持奋斗。

广东白云学院荣膺广东当代民办学校突出贡献奖

获奖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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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教育督导学会会长，原国家督学，广东省教育厅原主任督学、副巡视员陈健宣读

《关于公布“2019 年广东当代优质民办学校”获奖名单的决定》。第十一届、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原副主席、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王佐书为大会做《高水平

学校高在何处》专题报告。广东当代民办教育管理研究院首任院长、理事长，“三村”民

办教育奖励基金理事长张铁明教授为大会做《广东民办教育 40 年创新发展的巨大贡献》

报告并对评奖作简洁说明。

授予广东白云学院广东当代民办学校突出贡献奖是对学校 30 年来办学成果的充分肯

定。30 年来，广东白云学院在职业教育道路上留下了一串串坚实的脚印：1989 年谢可滔

先生创办广州白云应用技术学校；1999 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广东白云职业技术学院；2005

年升格本科并更名为广东白云学院；2009 年通过学士学位授予单位授权点评审；2011 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2018 年接受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三十年来，

广东白云学院先后荣获“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民办学校先进单位”“全国高校

就业工作先进单位”。连续 12 年蝉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评定的“广东省民办高校竞争力

十强”第一名。原全国人大委员长、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赞誉学校是“广东民办教育

的一面旗帜”，全国政协主席、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称赞学校为“广东民办高等教育的排

头兵”。

获奖证书

（图文 / 党委宣传部  曾进、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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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23 日，广州民办教育

四十周年突出贡献人物 . 机构颁奖典礼在

广州华美英语实验学校隆重举行。广东

白云学院董事长谢可滔荣获“广州民办

教育四十年突出贡献人物奖”，谢可滔

先生是广州本科院校中，唯一获此殊荣

的个人；广东白云学院荣获“广州民办

教育四十年突出贡献机构奖”，在官方

公布的“突出贡献机构奖”名单中，排

名第一位。

截止 2018 年，广州共有各级各类民

办学校 2190 所（不含技工学校），占全

市学校总数的 54.73%，在校生 125.26 万

人，占全市在校生总数的 41.7%。

荣获“广州民办教育四十年突出贡

献人物奖”的谢可滔先生，是广东白云

学院创始人、董事长，现任中国民办教

育协会副会长、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副

会长、广州市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广

州市职业技能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曾任

广东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广东省第九

届、第十届政协委员及广州市白云区第

十三届、第十四届人大代表。1998 年获

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首批表彰的民

办院校创业者“创业奖”；1999 年获“第

六届广州市十佳青年”荣誉称号；2005

年获评“广州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2009 年获评“广东十大

民办教育杰出人物”；2015 年获“广东

当代民办教育优秀办学人”荣誉称号。

颁奖典礼上，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原副主席、中国民

办教育协会会长王佐书，广东民办教育协会会长赵康、广州民办教育协会会长陈峰出席会

议并讲话。

谢可滔董事长荣膺“广州民办教育四十周年突出

贡献人物奖”

董事长谢可滔在颁奖现场

为“广州民办教育四十年突出贡献人物”颁奖

奖杯、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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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20 ～ 22 日，第十二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

建模创新大赛在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隆重举行。广东白云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院长曹玉华、

党总支书记刘芳文、图学专业教师黄玲带队，2017 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赖泳

杰等 8 名学生组成的参赛队伍参加了比赛，最终，荣获集体项目（3D 打印）二等奖 1 项，

单项项目（尺规绘图、建模）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7 项、三等奖 1 项，学校荣获团体一等奖。

图学大赛是教育部所属的顶级赛事之一，是国内图学类课程最高级别的赛事，号称图

学界的“奥林匹克”。本次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图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图

学学会制图技术委员会和中国图学学会产品信息建模专业委员会主办，浙江大学宁波理工

学院承办，共吸引了来自全国 420 所高校，4118 名同学参赛，涵盖机械、建筑、水利及

道桥四个类别的团单项竞赛，其中机械类参赛人数达 2558 人。

本届成图大赛，学院领导高度重视，指导开展各项工作，并积极为学生协调培训训练

场所，专业教师徐盛学主任、缪华教授、张少军博士、黄玲老师常常牺牲休息时间，认真

辅导学生；以赖泳杰为代表的 8 名同学更是努力学习刻苦训练，最终从近 50 名参加培训

的学生中脱颖而出，代表学校参加了比赛，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团体一等奖的总成绩位

于参赛的 420 所高校中的第 22 位。

近年来，我校机电工程学院积极践行学校“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深入推进学

校校企协同育人“3+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学院以各级各类专

业比赛为抓手，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建，学生的专业应用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在

各类比赛中屡获佳绩。

图学“奥林匹克”： 白云学子斩获国赛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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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6 日，第 17 届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春季赛评选结果揭晓，继

去年取得优秀成绩后，广东白云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师生再获佳绩，斩获 7 项国家级奖项，

艺术设计学院获“优

秀组织院校奖”荣

誉 称 号， 马 文 镰、

项德娟获金奖指导

教师，刘美霞获银

奖指导教师，数字

媒体艺术专业、视

觉传达设计专业同

学 获 金 奖 3 项， 银

奖 1 项，铜奖 3 项，

详细见右表。

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为国务院

认定的国家级重要奖项，自 1999 年创办至今，

是 20 年来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泛的高

水准、高规格大学生学科竞赛。本届学院奖汇

聚了 20 多家命题企业，收获了来自全国两千

多个高校院系的 22 万多件创意作品，赛事规

模再创新高。

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是目前国内

唯一由国家工商总局批准、中国广告协会主办、

广告人杂志社承办的国家级大学生广告艺术活动。该比赛创办至今引发了行业的普遍关注

和大学生的创作热情 , 成为高校教学改革创新，行业遴选优秀人才，企业获取杰出创意的

重要途径。

广东白云学院师生在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揽获

7 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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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代表领奖 获奖证书与奖杯

（图文 / 艺术设计学院  马文镰、项德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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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20 日，第二

届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

统设计竞赛暨第四届智能互联

创新大赛总决赛历时 3 天圆满

收官落幕。由我校机电工程学

院李林副院长和钟小华老师指

导的 2017 级机械电子工程专

业学生张铭业，2018 级机械电

子工程专业学生林家俊和李亮

同学制作的“基于 UWB 室内

定位的智能购物车系统”，与

各大高校的学生同台竞技，最

终荣获全国一等奖。

本次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

校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中国电子教育协会主办，

东南大学、南京集成电路产业

服务中心（ICisC）承办。大赛

历时半年，来自全国 301 所高

校 5134 名学生组成的 1618 支

队伍，经过分赛区的评审晋级，

最终 117 支参赛队拿到全国总

决赛入场券，展开激烈角逐。

本次大赛紧密结合嵌入式

芯片及系统应用产业发展需

求，使学生能够全面掌握芯片

设计、软硬件适配、系统优化、

应用方案设计等不同技术层面的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注重工程的应用性，参赛学生充

分发挥自身创意和技术的结合能力。作品覆盖智能家居、智慧交通、智慧农业、无人机、

无人车等领域，具备很强的应用性，积极提升同学动手实践能力。

广东白云学院在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

系统设计竞赛暨第四届智能互联创新大赛中

荣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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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UWB 室内定位的智能购物车系统”作品展示

现场合影

（图文 / 机电工程学院  钟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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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27 日， 

2019 年第二届“福思特杯”

全国大学生审计精英挑战赛

( 本科组 ) 在南京举行，来自

全国 96 所本科高校参与了此

次竞赛，我校会计学院的三

名学子披荆斩棘，荣获大赛

优秀奖。

“福思特杯”全国大学

生审计精英挑战赛，是由中

国审计学会审计教育分会主

办的审计顶级赛事，含金量

高、影响面大。该竞赛是为

促进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进一步推动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

力，创新当前审计人才培养

模式，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

展需要的具有较高职业素养

的审计人才，其宗旨是促进

审计专业文化建设、普及审

计专业知识、营造浓厚的专

业技能氛围，从而提高高校

学生专业素质和各项能力。

本次“福思特杯”全国

大学生审计精英挑战赛 ( 本科

组 ) 比赛分为初赛、决赛两个

阶段。作为首次参加此次竞

赛的队伍，广东白云学院代

表队 17 级会计 1 班何颖茵、

会计 2 班何玉婷、审计班张

苏三位同学凭借着努力奋进，

勇于创新的拼搏精神，喜获佳绩。

白云学子在“福思特杯”全国大学生审计精英

挑战赛中喜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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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会计学院  吕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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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3 ～ 18 日，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CADC-China Aeromodelling 

Design Challenge）总决赛暨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在浙江海宁举行。经过与各院

校的参赛队伍的激烈角逐，广东白云学院航模队机电工程学院洪智杰、彭振根、黄衍锦，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陈中煜荣获对地侦察与打击项目组全国三等奖，这是我校首次获得该

项目的国家奖项。

本次大赛是由国家体育

总局航管中心、中国航空运

动协会、中国大学生体育协

会等主办，旨在使参赛者通

过设定的任务需求，理论结

合实际，自行设计、自己动

手制作、亲手调试飞行，在

比赛中寻求不断的技术突破

和创新，提高大学生科研设

计能力。

该赛事设有模拟搜救、

垂直起降载运、太阳能飞机、

模型水火箭助推航天器、对

地侦察与打击等 8 个项目，

共吸引了清华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浙江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等全国 103 所

高校 1817 名在校学生。

我校学子能在本次比赛

中获奖，源于我校机电工程

学院领导围绕学校建设高水

平 应 用 技 术 大 学 的 办 学 目

标，积极支持各学生创新团

队的创新创业活动，积极组

织 学 生 参 加 校 内 外 各 类 比

赛，不断提升学生的创新应

用能力。同时，能够获奖也与航模队所有成员的努力与配合是分不开的，体现了学生在飞

机结构设计与飞行性能的优化、自动航线规划技术应用能力的极大提升。

白云学子首获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国家奖项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JRUAT   2019-12-25    第 26 卷第 2 期

选手现场比赛

比赛现场合影

（图文 / 机电工程学院  王卫华、钟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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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12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主办，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的第十三届“新道杯”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圆满结束。我校由会计学院肖姝老师和贾

文博老师指导的 8 名学生组成的 2 只队伍参加。经过激烈角逐，我校代表队获得了团队一

等奖和三等奖，黄伟龙、许晓莹同学荣获个人一等奖，胡莉莹、何颖茵、吴佩娴同学荣获

个人二等奖，罗勤俭、刘子通、陈荟丰同学荣获个人三等奖。

“新道杯”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旨在加快培养和造就富于创新的高技能人才，提升大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进一步推进高校财会专业实践教学发展，引导学校教学过程与企业工

作过程、教学实践内容与岗位能力深度对接，切实

培养和提高大学生财务知识与企业实际业务的融合

能力，为企业选拔“懂软件、强应用、熟业务”的

复合型会计人才。

本次总比赛全国共有 24 个省（市）633 支队伍

3 165 位师生报名参加。我校有多次参赛经验，成

绩的取得离不开学生刻苦用功和老师辛勤付出。会

计学院一直践行学校“以需求为导向，以学生为中

心，以能力为本位，以服务为宗旨”的办学理念，

每年带领学生参加多项学科竞赛，培养他们学习的

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和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保障。

白云学子荣获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

团队和个人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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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2 日，

第五届中国大学生人力

资源职业技能大赛华南

赛区大赛在华南农业大

学图书馆一楼报告厅隆

重举行。我校梁凯琦同

学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

和从容的台风脱颖而出，

获 得“ 职 场 实 战” 环 节

单项一等奖。

该 赛 事 由 劳 动 经 济

学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主办，华南农业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承办，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办。 本次地区比赛分为四个项目，

分别是职场实战、无领导小组讨论、案例分析、实务设计，四个项目均以个人形式参赛，

各高校代表队每人参加一个项目。我校参赛队员经过院内严格选拔和指导老师精心指导，

由苏竞文、李汉平、黄亚丹、梁凯琦、张露五位同学组成。四个环节比赛中，我校几位参

赛选手都展现出较强的专业的知识和从容的态度，最终梁凯琦获得了单项一等奖。

至此，第五届中国大学生人力资源职业技能大赛（HRU）华南赛区大赛圆满落幕。参

赛同学们对此次大赛中“沟通互联，激发人才多位活力”的活动主题和意义有了更深入的

理解，参赛选手经过严格的选拔和老师的专业指导，也得到了快速的成长。

白云学子荣获中国大学生人力资源职业技能大赛

华南赛区单项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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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5 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 2019 年全国大学生物

联网设计竞赛（TI 杯）华东分赛区决赛在上海交通

大学圆满落幕。由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万世明教授

及数据工程系主任梁永恩所指导的 2016 级物联网

工程班杨柳仪、2017 级物联网工程班吴勇明和陈堪

超等三位同学研发的作品“人工智能云客房系统”

获大赛特等奖，这是继 2018 年以来，第二次获得

华东赛区特等奖。

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竞赛是由教育部高等学

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上海交通大

学等单位承办，面向高校大学生的唯一的全国性物

联网学科竞赛，2019 年分为华东（含华南）、东北、

西北、华北、华中（含西南）五个分赛区，其中，

华东分赛区有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参加。

经过专家评审，包括我校参赛队伍在内的 122 支参

赛队入围华东分赛区决赛。

物联网工程专业被国家列为新工科建设专业之

一，该专业涉及计算机硬件、软件技术、网络技术

等多个学科，物联网设计作品的技术含量高，实现

难度大。为准备这次竞赛，我校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万世明教授和梁永恩主任带领 2016

级和 2017 级物联网工程专业学生组建了“IOT 小分队”项目团队，加强技术指导，经过

近半年的奋战，完成参赛作品“人工智能云客房系统”。 参赛团队以物联网思维为出发点，

以消费者需求体验为核心，积极研究消费者需求变化，利用 AI 语音手机远程控制将客房

内不同功能的强电、弱电，通过集成系统，在物理、逻辑和功能方面进行衔接以及相互协

调运作，以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和管理，最终达到资源的最佳利用，为酒店领导决策提

供依据。且该作品借助微信平台创建自己的公众号，无需申请 IP，也无需下载任何 APP，

直接通过公众号菜单即可了解酒店的各种服务。选用无线方案，安装便捷，无需对原有客

房系统进行改线，使用 ZigBee 通信技术，直接进行嵌入式安装，连接网络，实现手机语

音远程智能遥控和管理。

近年来，我校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积极践行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着力推进

新工科建设，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以各级各类学科专业竞赛为抓手，培养创新与实践

结合、素质与能力兼备的综合性应用型人才，取得显著成效，学院学生多次在国家级专业

比赛中荣获佳绩。

白云学子荣获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竞赛

华东赛区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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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现场

2019 年 9 月 22 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举办的全国高校教师 3D/VR/AR 数字化虚拟

仿真大赛暨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大赛广东赛区成绩揭晓，经过激烈角逐，我校艺术设计学

院刘欢老师、康乐老师、沈德生老师带领团队与来自全省各高校教师同台竞技，经过紧张、

激烈的比赛，荣获省特等奖两项，广东白云学院荣获优秀组织奖。

本次大赛，内容丰富、新颖、创新，第一阶段为教学设计方案、教学课件、VR 虚拟

现实课堂设计、说课教案、课堂实录五项信息化教学资料评比；第二阶段为 25 分钟现场

说课，要求参赛者对自己的教学设计理念进行阐述，需要现场展示 5 分钟的 VR 课堂实录 ,

还有 5 分钟现场答辩。比赛既考察选手信息化教学综合运用能力，也考察选手临场应变的

思辨水平。

刘欢老师设计的《智能化 VR 虚拟仿真在课程室内陈设设计中的创新教学》包含了自

己录制的 VR 授课视频、现场互动演示等，并采用最新的 EVR+Z space VR 套件对教学内

容进行课堂前测与授课效果评价，内容丰富有趣，其采用的信息化手段不仅帮助老师突出

重点、突破难点，同时极大的提高了课堂效率，得到了评委与现场观摩选手的一致好评。

广东白云学院教师荣获全国高校教师数字化

虚拟仿真大赛广东赛区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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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和广东省创意设计产业研究会共同举办的 2019（第三届）

广东大中专院校艺术设计手绘技能大赛，历时 3 个多月，于 2019 年 6 月落下帷幕，我校

艺术设计学院师生喜获佳绩，共有 34 位同学的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 6 名、二等奖 10 名、

三等奖 18 名。林文冬、查小雨二位指导教师均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广东白云学院获“优

秀组织奖”“团体一等奖”。

据悉，本次比赛由广东大中专院校艺术设计手绘技能大赛组委会、广东省创意设计产

业研究会共同主办，在全省各大中专院校领导、广大设计学子和老师们的大力支持和踊跃

参与下，大赛共收到来自 100 多家院校的师生作品共 3900 多份，多位专家学者、业界先

锋参与了评审，大赛的权威性、专业性与公正性得到了广大师生和社会的一致认可。

本次大赛从报名到参赛一直受到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参赛师生赛前精心

准备，比赛成绩充分展现了我校师生精湛的专业水平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为学校赢得

荣誉。

白云学子在 2019 广东大中专院校艺术设计手绘

技能大赛中喜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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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选手合影

2019 年 8 月 3 ～ 5 日，由广东省武术协会举办的第十二届武术精英大赛（中山赛区）

在中山市举行。我校武术队代表广东白云学院参加了此次比赛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共获

得了 16 枚金牌，5 枚银牌，其中包含：指导老师李东彪荣获优秀教练员称号；集体项目 7

枚金牌；个人项目 9 枚金牌，5 枚银牌。

本次比赛有 165 支队伍 , 共计 2479 名运动员参与，我校武术队这次派出林唐豪、黎活文、

郑梓谓、李霆顺、汪伟怡、李文卓、陈永昌、钟健伟、简振源、卢豪帅共 10 名运动员参赛，

其中有不少同学取得了个人项目双第一的好成绩。为了备战本次比赛，在指导老师李东彪

和黄玛莉的带领下，武术队严格执行规范的训练计划，从暑期开始，进行一日三次的艰苦

训练。在烈日炎炎的季节里，运动员们忍受着持续的高温天气，坚持训练，为赛场取得优

异成绩做了充分的准备。

广东武术精英赛（中山赛区）白云武术队

斩获十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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