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JRUAT   2020-6-25    第 27 卷第 1 期

摘   要：汉语古诗中名词词组并置、篇章喻隐、

叠词连用、对话体等偏离常规的结构是翻译

的难题，语篇构式语法能够为这些偏离常规

结构的翻译提供新视角，语篇构式框架和压

制机制能够合理地解释这些结构的意义建构

过程，并且以是否能够达到源语文本和目的

语文本语篇构式的激活对等作为标准优选这

些偏离常规结构的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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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古诗中存在大量名词词组并置、篇章喻隐、叠词连用、

对话体等偏离常规的结构，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试图从不

同的视角阐释它们存在的合理性，但不断受到质疑。Ostman 的语

篇构式语法（DCG）能为这些特殊结构在汉语古诗中的存在提供

较合理的解释。本文从语篇构式语法的视角探讨名词词组并置、

篇章喻隐、叠词连用、对话体、典故叠加等汉语古诗中特殊结构

的意义建构过程，并提出这些现象的翻译方法。

1    语篇构式语法

1.1  语篇构式语法

构式，即语言的结构式，是“形式功能配对”的各种空位 [1]。

Ostman[2] 首次提出语篇构式的存在，他认为语篇构式语法（DCG）

是构式语法研究发展的新阶段。“语篇构式就是语篇的‘宏观结构’

或概念图式”，由反复出现的语篇类型表示，如日常会话、叙事、

论证、科技论文、法律法规、教堂仪式、法庭程序、考试、演讲

等语篇图式 [3]。袁野认为语篇构式的形式极为语域 (register)，功能

极为语类 [4]。语域就是由情景语境的三个变量——语场（field）、

语旨 (tenor)、语式 (mode) 构成的符号系统。语类是语篇的文化目的，

是分阶段（staged）、有目标的社会过程 [5]。一般来说，常规语篇

构式的语域和语类呈对应关系，如以广告的形式完成宣传产品的

功能，这样的广告语篇就可视为常规的语篇构式。

袁野结合功能语言学的知识建构出语篇构式的表征，语篇构

式框架（图 1）[6]，第一个大方框中的 dp 代表语篇类型，即第三个

大方框中的语域 (register)，语域包括语场（field）、语旨 (tenor)、

语式 (mode)，其中语场是指实际发生的事，包括交流的话题、过程

和环境因素，语旨是指根据交际双方的地位及社会关系来决定语

言使用的正式程度及态度，也就是话语基调，语式是活动 ( 语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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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会关系 ( 语旨 ) 赖以发生的渠道及媒介，体现的是符号距离；第一个大方框中的 frame

指情景框架，即第二个大方框中的语类 (genre)，语类包括目的（goal）、语篇构式的阶段

性（staging）或步骤，dcm 指语篇构式的意义；第一个大方框中的 prag 指语用因素；第一

个大方框中的 system 由多个小方框表示，代表语篇中各个子句的构式表达 (CN)，即为达

到语类目的所采取的语类结构（staging），数量可为 N 个。例如，“Mother drown baby”

作为普通英语句子是不符合语法规则的，然而，该句子是新闻标题文体，当第一个大方框

中的 dp 和第三个方框的 register 设置为新闻标题，“mother”和“baby”缺少冠词的表达

就合法了。

1.2  压制

计算机术语压制（coerce）成为了构式语法的重要术语，指构式的形与义发生冲突

时，构式中形式 - 语义构型迫使构式中的词汇意义改变，达到形与义的和谐。例如，“A 

coffee, please”出现在“a/an N”构式，“coffee”的意义受到构式压制，由不可数物质名词“咖

啡”变为可数意义“一杯咖啡”。语篇构式压制（DCC）与构式压制的认知机制相似，如

果语篇类型和语篇功能不一致，即语域和语类的混配，就发生了语篇构式压制 [7]。非常规

的语篇存在很多特殊的语言现象，需要通过语篇构式压制才能解释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并

建构意义。

1.3  语篇构式语法视角下的古诗英译

译者在阅读汉语古诗的过程中，文本的语言、语法结构激活 (evoke) 了译者脑海里关

于汉语古诗的语篇构式，语篇构式相当于布满空位的模板，不同类型、表达不同情感的语

篇生成的模板不尽相同，词语的概念、子句的构式填充在模板的空位上，完成了意义建构

的过程。翻译的过程则与之相反，译者需要在目的语中重构能够建构相同意义的语篇构式，

因此必须选择能够激活对等语篇构式的语言符号和语法结构翻译。

2    语篇构式语法视角下汉语古诗偏离常规结构的意义建构

2.1  名词词组并置结构的解读

genre[#i] 
goal 
staging 

  dcm 

field 
register[#j] 

mode 
tenor 

dp[ #j] 
frame[ #i] 
Prag 
synsem 

genre[#i] 
goal:

staging:  

dcm: 

register[#j]  

field:  

tenor:  

mode:  

dp[ #j] 
frame[ #i] 
Prag 
synsem 

... 
NP1 NP2 

图 1 语篇构式框架图

图 2  语篇构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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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图 2 所示的语篇构式框架阐释汉语古诗中名词词组并置结构是如何由组合关系

变为聚合关系的，而且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名词词组并置组合是如何建构意义的：

第三个方框中的 register（语域）被设置为古诗，语场（field）为描写、语旨 (tenor) 为

作者与读者、语式 (mode) 为名词词组并置；第二个方框中的目的（goal）为描写景物、情

景或借景抒情，阶段性（staging）为各个场景，意义（dcm）为情景描写或抒发感情；第

一个方框中小方框内的 NP1、NP2、……指多个名词词组的构式。现以下列例子加以说明。

例 1 春山暖日和风，/ 栏杆楼台帘栊，/ 杨柳秋千院中。/ 啼莺舞燕，/ 小桥流水飞红。

                                                                                                      （天净沙 . 春） —— 白朴

曲子的题目“春”激活本身带有意义的语篇构式 [ 春景 ]，“春山” “暖日”  “和风”“栏

杆”“楼台”“帘栊”“杨柳”“秋千”“院中”“啼莺”“舞燕”“小桥”“流水”“飞

红”的组合成为填充语篇构式空位的成分，上图方框中语篇构式的 dp（语域）设置为小令，

synsem 表征为 NP1……NP14，代表 14 个名词词组的构式。这些名词词组分为三个组合，

从不同视角描绘春色图。其中，“春山” “暖日”“和风”的组合构成了“春日远景图”；

“栏杆”“楼台”“帘栊”的组合构成了“春日近景图”；“ 杨柳”“秋千”“院中”“啼

莺”“舞燕”“小桥”“流水”“飞红” 的组合构成了“庭院春意闹景图”。语篇构式

本身带有的意义压制填入空位的成分，使得这些成分不再孤立存在，而是互相关联，成为

春景图的一部分。由于这些成分是秋景图的典型组成成分，译者毫不费力就可以构建出曲

子的意义：一位女子站在栏杆之旁、帘栊之下，窥探着春天的景致，暖日、啼莺，舞燕、

飞红，处处春色盎然、充满生机，景色秀丽。

例 2 孤村落日残霞，/ 轻烟老树寒鸦，/ 一点飞鸿影下。/ 青山绿水，/ 白草红叶黄花。

                                                                                                       （天净沙 . 秋） —— 白朴

曲子的题目“秋”激活了语篇构式 [ 秋色 ]，“孤村”“落日”“残霞” “轻烟”“老树”“寒

鸦”“飞鸿”“青山” “绿水”“百草”“红叶”“黄花”成为填充该语篇构式的成分，

上图方框中语篇构式的 dp（语域）设置为小令，synsem 表征为 NP1……NP12，代表 12 个

名词词组的构式。它们分两组、从两个相反的视角描绘秋色。其中，“孤村”“落日”“残

霞” “轻烟”“老树”“寒鸦”“飞鸿”组合在一起构成了“秋日黄昏图”；“青山” “绿

水”“百草”“红叶”“黄花” 的组合构成了“绚丽秋色图”。由于前三句诗文使用的

典型的秋天景物，在语篇构式意义的压制下，译者能够确定诗句是在渲染寂寥、萧瑟的秋

天景色。后两句并不是场景“秋色”的典型成分，译者需要通过语篇构式 [ 秋色 ] 的意义

压制，才知道这两句诗指五种颜色混杂在一起渲染出明朗、多姿多彩的鲜活秋景。通过语

篇构式框架和语篇构式意义的压制，译者在脑海中能再现曲子的意境：由宁静、寂寥的秋

日黄昏图到明朗、鲜活的绚丽秋色图的转变。

例 3 山对面兰堆翠岫，/ 草齐腰绿染沙洲。/ 傲霜橘柚青，/ 濯雨蒹葭秀。/ 隔沧波隐隐红楼。

/ 点破潇湘万顷秋，/ 是几叶儿传黄败柳。            （沉醉东风 . 秋日湘阴道中）——赵善庆  

曲子的题目中“秋日”一词激活了语篇构式 [ 秋景 ]，上图方框中语篇构式的 dp（语

域）设置为小令，synsem 表征为 NP1……NP11，代表 11 个名词词组的构式，也是填充语

篇构式空位的成分，与上述名词词组的构式不同的是，它们是省略了谓语的句子。它们分

为四组，从不同视角描写秋景。前五句并不是“秋”场景的典型成分，通过语篇构式 [ 秋景 ]

的意义压制机制，译者才明白到这五个诗句描写了生机勃勃的秋景，其中“山对面”“兰

堆”“翠岫”“草绿”“沙洲”等词组构成了“对面山景图”、诗文使用优美的文字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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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悦的心情，“橘柚青”“蒹葭秀”的组合构成了“初秋景色图”“沧波”“红楼”构成

了“隔江楼景图”，这三句展现了初秋景色、明亮色彩词语的使用反映了喜悦的心情。“传

黄”“败柳”是典型秋天景物，它们一起构成“典型秋色图”，通过语篇构式的意义压制，

译者能够确定这两句透露出秋色的萧瑟之意。

2.2  篇章隐喻结构的解读

“篇章隐喻是指以某种衔接和连贯方式延伸于一定篇幅甚至整个篇章，从而形成该篇

章的基本语法和语义框架的隐喻，既包括 Halliday 的‘篇章语法隐喻’，又包括 Lakoff 的‘概

念隐喻’。”[8] 诗文中的某些语言符号或背景知识激活了篇章隐喻的语篇构式，这些语篇

构式的空位通常由根隐喻、次隐喻（sub-metaphor）组成，它们的组合，确保了隐喻语篇

的连贯性。可通过如图 3 所示的语篇构式框架阐释汉语古诗中篇章隐喻的各组成部分的认

知机制和意义建构过程：

第一个方框中小方框内的内容为 CN1、CN2、……指多个子句的构式；第二个方框中

的阶段性（staging）为根隐喻和次隐喻；第三个方框中的语式为篇章隐喻。现以下列例子

加以说明。

例 4 攀出墙朵朵花，/ 折临路支支柳。/ 花攀红蕊嫩，/ 柳折翠条柔。/ 浪子风流。/ 凭

着我攀花折柳手，/ 直熬得花残柳败休。/ 半生来折柳攀花，/ 一世里眠花卧柳。

                                                                                               ( 一枝花 . 不伏老）——关汉卿

从字面上看，该散曲是诗人介绍自己喜欢摘花折柳，但是，最后一句的“眠花卧柳”

激活了译者者脑海里关于狎妓的隐喻知识，译者才意识到整首曲子使用了篇章隐喻，激活

了篇章隐喻的语篇构式，上图方框中语篇构式的 dp（语域）设置为散曲，synsem 表征为

CN1……CN6 代表 6 个子句构式。译者由此可确定第二个方框中的根隐喻“狎妓是折柳攀

花（眠花卧柳）”，并在散曲的篇章隐喻语篇构式压制作用下，进一步确定各次隐喻的源

域“花、柳”、目的域“妓女”；源域“红蕊嫩、翠条柔”、目的域“妓女的娇艳”；源

域“花残柳败”、目的域“任意摆弄妓女”。结合社会框架和诗人关汉卿怀才不遇但放荡

不羁的背景框架知识，读者明白这首曲子反映了诗人对封建规范的蔑视、玩世不恭的生活

态度。

2.3  叠词连用结构的解读

叠字指两个相同的字重叠而成一个词。叠字诗是指诗中的部分句子或全部句子都用叠

字，后来发展为叠字词和叠字曲。语篇构式语法能够阐释汉语古诗中叠词组合结构是如何

产生聚合意义的，其语篇构式框架如图 4 所示。

第一个方框中小方框空白是指子句构式的表征要视具体语境而定，这是因为叠词连用

结构的子句构式非常复杂，包括由叠词作定语的名词词组（NP）、由叠词作状语的动词

dp[ #j] 
frame[ #i] 
Prag 
synsem 

... 

CN1 CN2 

genre[#i] 

goal:

staging:  

dcm: 

register[#j]  

field:  

tenor:  

mode:  

图 3  语篇构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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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组（VP）、叠词组成的无谓语句；第二个方框中的阶段性（staging）为各个场景、人物、

声色、音律，显示了叠词连用结构具有多种功能；第三个方框中的语式为叠词连用。现以

下列例子加以说明。

例 5 自别后遥山隐隐，/ 更那堪远水粼粼？ / 见杨柳飞棉滚滚；/ 对桃花醉脸熏熏。/

透内阁香风阵阵；/ 掩重门暮雨纷纷。                    （十二月过尧民歌 . 别情）——王实甫

曲子的题目激活了语篇构式 [ 别情 ]，上图方框中语篇构式的 dp（语域）设置为元曲，

synsem 表征为 CN1……CN6，代表 6 个含有叠词的子句构式，也是填充语篇构式空位的成分。

“远山近水，杨柳桃花，香风暮雨”是汉语古诗词中抒发情侣离别之情的常见意象组合和

常用场景，因此，一旦激活了语篇构式 [ 别情 ]，“遥山隐隐”“远水粼粼”“杨柳飞棉滚滚”“醉

脸熏熏”“香风阵阵”“暮雨纷纷”就受到了该语篇构式意义的压制，它们组合在一起展

现出一幅凄清零落的景色、表达了离别相思之情，“隐隐、粼粼、滚滚、醺醺、阵阵、纷

纷‘这些叠音词加强凄凉冷清的气氛、使人愁绪万千，如泣如诉地表达了思妇思念心上人

却无法相见的绝望心情。

例 6 叮叮当当铁马儿乞留玎琅闹，/ 啾啾唧唧促织儿依柔依然叫。/ 滴滴点点细雨儿淅

零淅留哨，/ 潇潇洒洒梧叶儿失流梳剌落，孤孤另另单枕上迷丢模登靠。                                                                      

                                                                                                 （叨叨令 . 悲秋）——周文质

曲子的题目激活了语篇构式 [ 悲秋 ]，上图方框中语篇构式的 dp（语域）设置为元散曲，

由于元散曲常用叠词连用的结构和带有口语性质的四字象声词象声状物，而且和其它古诗

一样，使用固定的意象表达“悲秋”的主题，译者在阅读曲文时产生了期待，脑海里不断

匹配信息填充语篇构式的空位，曲文符合这种期待，前四句都使用了一组叠字象声词名词

词组加口语象声词动词词组，最后一句则使用叠字象声词加口语象声词形容人的感觉，可

以用 NP1+VP1……，NP4+VP4，ECHO+PP+ECHO 等表示该曲子的子句构式。在语篇构式

的意义压制作用下，第一句中的象声词“叮叮当当”指铁马的响声，兼意象声词“乞留玎

琅”表示“急切密乱、摇响不住”，“闹”字揭示了秋雨中听到断肠的铁马声吵吵闹闹的

声音难以入睡的情景；第二句中的象声词“啾啾唧唧”指促织的叫声，兼意象声词“依柔

依然”表示“如泣如诉”的感觉，“叫”字揭示了秋雨中听到“哀音似诉”令人发愁的情

景；第三句中的象声词“滴滴点点”表示雨声，“哨”揭示“淅零淅留”是形容细雨落下

的动态；第四句中的象声词“潇潇洒洒”指梧桐叶落的声响，“落”揭示“淅零淅留”是

形容梧叶落下的动态，第三、第四句一起描述了不眠人在警醒中的愁肠；第五句叠词“孤

孤另另”和下文“单枕”对应，描述了枕单衾只的处境。

2.4  对话体结构的解读

对话体是指对话形式贯穿全诗、叙事抒情。通过语篇构式框架，可阐释这种特殊结构

图 4  语篇构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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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意义的建构过程（图 5）。

由于对话体多用句子，第一个方框中小方框内的内容为 CN1、CN2、……是指多个子

句的构式；由于对话体描述了一个个场景，第二个方框中的阶段性是各个场景，目的为抒

情，语篇构式的意义为抒发感情；第三个方框中的语场是对话交流，语式为对话体。现以

下列例子加以说明。

例 7 与谁画眉？ / 猜破风流谜。/ 铜驼巷里玉骢嘶，/ 夜半归来醉。/ 小意收拾，/ 怪胆矜持，

/ 不识羞谁似你 !/ 自知理亏，/ 灯下和衣睡。                          （朝天子 . 闺情）——张可久

曲子的题目激活了语篇构式 [ 闺情 ]，上图方框中语篇构式的 dp（语域）设置为小令，

作为元曲的一种，小令常用粗俗口语和衬词，对话体是其常用格式，像其它古诗一样，它

使用固定的意象表达“闺怨”的主题，曲文符合这种规范，妻子与丈夫的对话贯穿全文，

synsem 表征为 CN1……CN9，代表 9 个子句构式，也是填充语篇构式空位的成分。曲子的

意义受到语篇构式 [ 闺情 ] 的压制，给每个句子添加主语后，可以确定曲子以女子口吻，

叙述“闺情”：妻子夜里等丈夫回家，丈夫酒醉夜归、先硬后软却不肯认错，妻子责备丈

夫。可见，曲子的对话不是普通语篇的对话，而是与“闺怨”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妻子猜

忌、埋怨丈夫的对话。

3    语篇构式语法视角下的的古诗英译

翻译的本质是翻译意义，因此，译者必须在目的语文本中重建与源语文本相同的语篇

构式以便目的语读者在阅读时能够建构同样的意义，获得相同的感受。若目的语相同的语

言符号和语篇结构能激活与源语文本相同的语篇构式，译者可使用直译法翻译；由于汉英

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译者往往不能直接使用直译法，而是使用直译法和其它翻译方法

相结合的综合译法翻译，达到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语篇构式的激活对等。现以上述例子

的对应译文加以论证。

3.1  押韵译法

例 6 译文 The iron bell on bell on the eve ring pellmell;/ The cricket chirps so shrill chill my 

heart still./ Drizzling rain drips and drops but never stops./Plane leaves fall in shower from hour to 

hour./Alone on lonely pillow when night is deep[9]113.

英语诗歌的特点是使用押韵，而且同一行诗句中可能同时存在多种押韵形式，包括头

韵、谐元韵和尾韵。汉语古诗词中的叠字和英语诗歌的押韵异曲同工，恰当使用能增加诗

歌的韵律美。叠字、押韵都是语篇构式的形式极，属于语域的一部分。因此，译者选取了

押韵译法，精心挑选词语翻译，使得译文的每一行都押韵。第一行的“bell”“ring”“pellmell

（“凌乱地”，译者为押韵特意选的生僻词）”押尾韵“[l]”；第二句的“shrill”“chill”“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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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尾韵“[ɪl]”；第三句的“Drizzling”“drips”“drops”押头韵“[dr]”，“drops”“stops”

押尾韵“[ɒps]”；第四句“shower”“hour”“hour”押尾韵“[aʊɚ]”；末句“Alone”“lonely”“pillow”

押谐元韵“[əʊ]”。这样的译文以押韵的形式再现了原文叠词的韵律效果，能够在最大程

度上在目的语文本中激活对等的语篇构式，通过意义压制，目的语读者能够重构以下的意

义：“傍晚时分，铁马铃声叮叮当当，响不停；蝉声啾啾唧唧，叫得我心烦意乱；细雨点

点滴滴，没完没了；潇潇落叶掉不停；夜深了，孤孤单单倚枕上，确难眠！”。他们也能

感受到不眠人秋夜孤枕难眠、满腹愁肠。

3.2  综合翻译法

综合翻译法是指采用两种以上的翻译方法翻译。

3.2.1  直译与显译相结合

例 4 译 文 I pluck flower on flower over the wall,/ And break off branch on branch of willow 

tree./The red pistil of the flower are slender./The green twigs of the willow are slender./A gallant like 

me/ Will gather flowers and break off branches till till I see/ Withered leaves and flowers fall./ I have 

been picking them half my life; / I’ll love and sleep with them as with a wife[9]45.

在英语诗歌中以植物喻人是常见现象，如“a red red rose”就以红玫瑰喻美女，因

此，译者主要采用了直译的方法翻译，保留了填补语篇构式空位的主要意象，如“攀花”

直译为“pluck flower”“折枝”直译为“break off branch”“红蕊嫩”直译为“red pistil 

slender”“翠条柔”直译为“green twigs slender”、“花残柳败”直译为“Withered leaves 

and flowers fall”。然而，由于汉英文化差异，英语文化的读者不能明白“柳”和“花”喻

指妓女，“红蕊嫩”“翠条柔”喻指妓女娇美，“攀花”“折枝”“眠花卧柳”喻指狎妓，“花

残柳败”喻指妓女被摆弄。此外，汉英语言规范也有差异：汉语古诗词常常省略人称代词，

而英语诗歌则必须显示人称代词。因此，完全直译的文本无法激活对等的语篇构式、使目

的语读者获得相同的感受。考虑到这一点，译者翻译“浪子风流”时，显化其内涵，译为“（文

学作品中的）豪侠”，以戏谑的口吻让目的语读者感受到诗人放荡不羁还自命不凡的心态；

在翻译“眠花卧柳”时，显化其喻义，译为“像妻子一样和她们同床”，显示了彼此的关

系；而且，所有句子都显化了主语“I”。译者只在曲文末尾显化喻义，而在其它地方“留

白”，让目的语读者在末尾喻义显化的提示下，反复阅读曲文，通过填充“空白”，细细

品味曲子的韵味。这样的译文能够激活对等的语篇构式，通过压制建构相同的意义：“我

攀墙外朵朵花，又折枝枝柳，红蕊嫩，翠条柔，我像豪侠一样，攀花折柳，直到花残柳败，

我一辈子折柳攀花，像和妻子一样和她们同床。”目的语读者也能感受到诗人对抗封建规

范、放荡不羁的生活作风。

例 5 译 文 Since we parted, far-flung hills disappeared with you./How can I bear to see the 

rippling stream anew,/ And wave on wave of willow catkin’s wafting trace,/ And peach blossom’s 

drunken face before my face? /The fragrant breeze invades my bower now and then;/ Evening rain 

falls on my closed door again and again[9]78.

由于英汉语言结构和语言规范的差异，完全直译的叠字诗词不能在目的语中激活对等

的语篇构式。译者在翻译时，应当尽量直译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中激活的语篇构式的对

等成分，而显化不对等成分的内涵，让目的语读者能够在阅读时顺利地建构文本的意义。

在例 5 中，译者直译大部分成分，但是，显化了人称代词“we”、“I”和叠词语言形式

背后隐含的意义。例如，第一句的“隐隐”指远山“隐约迷濛”，显译为“消失（disappear）”；

邹幸居：语篇构式语法视角下汉语古诗偏离常规结构的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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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句的“粼粼”指江水“清粼粼”，显译为“流水潺潺（ripple）”；第三句的“滚滚”

指柳絮飞扬时“绵涛滚滚”，显译为“像波涛般一浪接一浪（wave on wave）”；第四句的“醺

醺”指喝醉酒“脸生红晕”，显译为“喝醉酒的（drunken）”；第五句的“阵阵”指“香

风一阵阵”，显译为“不时（now and then）”；第六句的“纷纷”指“雨声点点滴滴”，

显译为“不断落下（fall... again and again）”，第五、六句还特意调整顺序、采用相同字

数的短语翻译叠词、使得两诗句之间的结构一一对应。通过激活对等的语篇构式和意义压

制，可建构相同的意义：“自从我们别后，远山一片朦胧，似与你消失了；我怎能忍受潺

潺流水向远方奔流；看见柳絮像波涛般一浪接一浪地飞扬；对着桃花像醉酒脸生红晕般；

香风不时吹入闺房；紧闭重门一直到黄昏，雨声不断。”目的语读者也能感受到思妇对远

去的情人的思念之情。

例 7 译文 Of whom will you pencil the brow?/I know with whom you are in love now./Deep in 

the lane I hear your horse neigh,/Drunk at midnight, you’re on your homeward way./I take great 

care to make your bed./ But you pretend to turn away your haughty head./Who is so unashamed as 

you?/Unworthy, you know it’s true/ I’ve done my best,/ So by lamplight you lie down, not yet 

undressed[9]175.

由于英语诗歌也会采用对话体的格式，考虑到直译的文本能够激活大致对等的语篇构

式，译者主要用直译来翻译，保留了源语文本口语体的语言风格，例如，句子很简短、口

语为主、使用对话中的常见人称代词。但是，由于英语语言结构和语言规范的差异，译者

必须显化某些汉语特有的表达和语言特征。例如，“风流”一词指“到妓院风流快活”

显译为“in love（风流快活），而不对译为“affair（绯闻，有一腿）”；“小意”指“小

心仔细地”显译为“take great care”，而不译为“carelessly（随意地，粗心地）”；由于

丈夫喝醉了、需要卧床休息，因此，“收拾”指“铺床”显译为“make your bed”，而不

译为“do some cleaning（收拾）”；“怪胆矜持”指丈夫“故意摆布折腾”显译为“you 

pretend to turn away your haughty head”，不能译为 “so brave as to pretend to be shy（大胆到

装作害羞的样子）”。此外，所有的人称代词都根据语境显译为“you”、“I”。这样的

目的语文本能够激活汉英对等的语篇构式、不会引起目的语读者的误解、建构以下的相同

意义：“你在为谁画眉？我知道你在跟谁风流快活。我听到你的马在小巷深处嘶叫，直到

半夜，你喝得醉醺醺的归来。我小心翼翼地帮你铺床，你却违背情意，把高傲的头扭过一

边。你深知我为你做了那么多，在灯下和衣而睡。”目的语读者也仿佛看到妻子埋怨醉酒

夜归的丈夫的情景。

3.2.2  直译与调整语序法相结合

译者在直译的基础上，常常为了使译文符合英语语言规范调整语序。

例 1 译 文 The sun and gentle breeze warm hills in spring,/The curtained bower girt with 

balustrade./ Among the willows in the garden hangs the swing./ On running stream under the bridge 

fallen reds fade[9]56.

源语文本的意象也是英语诗歌中常用来描绘春色的意象，它们在目的语中也能激活对

等的语篇构式，因此可以直译这些意象，通过压制建构同样的意义：“红日和风暖春山，

帘栊楼台围栏杆，院中柳间立千秋，莺啼燕舞，小桥下流水上飞红漂。”然而，由于语言

结构和诗歌押韵方式的区别，完全直译的曲文不能在目的语文本中建构完全对等的语篇构

式。诗人为了使得诗歌押韵，故意调整了名词词组的结构，“院中”应当放在“杨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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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才符合汉语状语的摆放顺序；曲文隔行押韵，“陇”“中”“红”押韵为“ong”。

译者在翻译时，调整了语序，使译文更符合英语语言规范，使用倒装句和状语成分后置的

方式把“杨柳秋千院中”译为“Among the willows in the garden hangs the swing”，此外，为

了在译文中再现源语文本隔行押韵的关系，首句的语序调整为：“暖”变为谓语、放在“日”“和

风”后，“春山”放在句末、且“春”后置变为状语；第二句的语序完全颠倒，“帘栊”

变为“楼台”的定语，“栏杆”放句末变为状语；第四句作定语的“啼”、“舞”后置，

由定语变为谓语；“流水”放在“小桥”后面，更符合逻辑，“飞红”应在“流水上”。

经调整语序，译文也能呈现押韵的关系：“spring”、“swing”、“sing”押韵为“[ɪŋ]”；“balustrade”、

“fade”押韵为“[eɪd]”。这样，译文能够激活与源语文本激活的对等语篇构式，意象、结构、

押韵都成为填充语篇构式空位的成分，目的语读者也能感受到曲文渲染的春意盎然。

3.2.3  直译法、调整语序法与增译法相结合

译者在直译的基础上，常常使用调整语序法和增译法，显化隐含在源语文本激活的语

篇构式中隐含的意义，并保持源语文本的押韵效果。

例 2 译文 At sunset over lonely village rainbow clouds glow;/ Over mist-veiled old trees flies 

a cold crow; The shadow of dot of swan in flight/ Over green hills and bluish rills/ Sees leaves red, 

flowers yellow and dewy grass white[9]57.

例 2 和例 1 的情况相似，英汉描述秋色意象的相似性使得译者能够直译这些意象，它

们在目的语文本中激活对等的语篇构式，填充关于意象的空位，通过压制建构大致相同的

意义：“落日孤村残霞照，轻烟老树寒鸦飞，影下一点飞鸿。越过青山绿水，只见红叶、

黄花、带露珠的白草。”译者要解决的是完全直译引起的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所激活的

语篇构式不一致的问题，包括了隐含的意义无法建构和押韵效果的差异。译者使用以下的

方法解决问题。首句的语序调整为：“落日”放句首，“残霞”后增加“照 (glow)”一词，

既达到押韵的目的，也显化了语篇构式中第一个场景“秋日黄昏图”秋日萧瑟的含义；第

二句语序不变，但在“寒鸦”增加谓语“飞 (flies)”、且使用倒装句；第三句完全颠倒了语序，

“影下”放在句首，“飞”由定语变为状语、且放句末；第四句在句首增加了“越过（over）”

一词，显化语篇构式中第二个场景“绚丽秋色图”中“青山绿水”的背景，译者故意选择

“rills”翻译“水（小溪）”，是为了“hills”和“rills”能够形成押韵关系；第五句句首

增加“只见（sees）”一词，语序也是完全颠倒，“红叶”放前面、“黄花”放句中、“白

草”放句末，这样调整顺序，既为了押韵，也增添了“人”的动作，增加了曲文的逻辑性，

因为只有“人”看到这些秋景才会产生由“悲秋”到见到绚丽秋景、心情愉悦的感觉。译

文也形成了押韵的关系，达到音律美的效果：“glow”“crow”押韵为“[əʊ]”（与源语

文本“霞”“鸦”“花”的押韵“a”大致对等），“flight”“white”押韵为“[aɪt]”。通

过调整语序和显化隐含意义，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激活的语篇构式才能对等。目的语读

者也能感受到曲文对秋色的赞美。

3.2.4  增译法与拟人翻译法相结合

例 3 译文 In face I see green hills piled up on hills green,/ Nearby grass grows waist-deep and 

grassy isles are seen./Frost-proof tangerines and shaddocks stand proud,/ Reeds steeped in rain look 

clear and clean./Across the waves the riverside tower dimmed by cloud,/Peeping through boundless 

autumn on the river, it grieves/ To see a few withered willow leaves[9]151. 

译者使用了增译法增加了人在秋景图中的动作，如第一句句中增加了“我看见（I 

邹幸居：语篇构式语法视角下汉语古诗偏离常规结构的英译



10

see）”、第二句末尾增加了“被看见（are seen）”，使曲文更符合逻辑、为借景抒情埋

下了伏笔，此外，还增加了一些动词，如第四句的“沉浸在……中的（steeped in）”、第

五句的“使暗淡的（dimmed by）”均使用了被动语态，“雨”“云”拟人化，它们“濯

（洗）”蒹葭、“隐”红楼， 译者还直接采取拟人化的翻译，如在第三句把“傲”译为“stand 

proud”、在第四句把“秀”译为“look clear and clean”，第六句“点破”译为“透过……

窥看（peep through）”, 还增加了“它很伤心（it grieves）”这个表达借“传黄败柳”的景

象表达了悲秋的情感。通过增译法和拟人翻译法相结合，译者能够在目的语文本中重构这

种语篇构式激活对等关系，目的语读者也能够像源语文本读者一样，通过压制建构曲文的

意义：“我看到对面层峦叠翠，隔壁的草长到齐腰高染绿了沙洲，雨后芦苇清秀，隔江远

眺、烟波浩渺、红楼矗立江边，从几片残败变黄的柳叶可窥探到无边的秋意已笼罩潇湘，

真令人悲伤啊！”，他们也能感受到诗人看到美丽秋景的喜悦之情和后来看到黄叶、感到

秋意逼近的遗憾心情。

4    结语

语篇构式语法是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热点，用于阐释一些特殊语篇生成的认知机

制，本文创新性地把该理论应用于名词词组并置、篇章喻隐、叠词连用、对话体等汉语古

诗中偏离常规结构翻译过程的研究中，这些结构的语篇构式框架的表征和意义压制机制能

够清楚地阐释在阅读过程中它们的意义是如何建构的，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提出了在翻译

过程中应当采取什么翻译策略在目的语文本中重构这些偏离常规结构的语篇构式，以便在

目的语文本中建构相同的意义，使目的语读者获得相同的感受。本文的研究旨在抛砖引玉，

希望语篇构式语法的研究能够被应用到更多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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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Deviant Structures in Chinese 
Ancient Poetry from DCG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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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iant structures like the syntagmatic noun phrases, textual metaphor, syntagmatic 
reduplication, dialogue style in Chinese ancient poetry are the difficult issues in translation. 
DCG can provide new perspective for their translation.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framework 
and coercion mechanism can explain their meaning construction process reasonably. Besides, the 
corresponding activation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n the ST and TT is the criteria to choose the 
bes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translate the deviant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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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增进学

生身心健康、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德、智、

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而学校体育

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体育的发

展，目前大学生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进入社

会后的健康情况，影响着全民健康水平。随

着现代基础教育改革的全面实施与“ 健康第

一”指导思想的提出 , 越来越多的普通高校

将体育课程实施为学生自主选项体育课 , 篮

球、羽毛球、瑜伽等项目越来越受到学生的

喜欢。通过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研究法分

析体育课程不同运动项目比较它们对学生身

体素质的影响，旨在对体育教学全面发展学

生身体素质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体育俱乐部；身体素质；大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

收稿日期：2019-01-07

作者简介：林上湖（1984- ），男，广东吴川人，

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体育教育、训练、教

学与课程改革方面的研究。

高校体育教学在我国教育事业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对增强

国民体质、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新的《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颁布以后，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重点工作为提

高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高校学生体质状况关系着整个国家的精

神面貌，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国民生活质量、国民健康水平、

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因此，高校体育一定要注重教学体系改革，

适当调整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通过

科学、适当的教学手段提高高校学生的体质状况。北京市在 2002 

年就开始体育俱乐部教学 , 体育俱乐部课程教学深受大学生的喜

爱， 而不同的运动项目对学生身体素质的发展也有所不同。本文

就从此角度入手研究，对指导体育教学全面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

有很大的裨益。

1    文献综述

许多国家都非常注重国民体质的研究，日、美等国在 19 世纪

末就以学生体质测试率先开始了研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各国的体质研究有着各自的特点和发展趋势。[1]

日本的测试指标始终随学校体育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国民体

育观念的转变而不断的修正、完善。日本在战后初期，由于物质

缺乏，使得国民营养不良，体质状况低下。为此，日本政府实施

了全国性的增强体质规划，进行“一天用一次煎锅运动”，提出“让

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的口号，至今这些计划仍在进行中 [2]。特

别是 1964 年开始实施体力测定后，日本中小学在每年 4 月进行体

力测定，测定结果根据颁布的评价标准计算得分，并计入学生的

健康登记册。而后，学生在分析自己不足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

锻炼计划和努力目标。

美国二战后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独

步全球，在对增强学生体质健康方面的投入和研究成果居于世界

体育俱乐部课程对学生身体素质不同影响的研究

——以白云学院为例

林上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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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水平。在如何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方面撰写和出版了大量的文献，经常组织开展全国性

青年体质健康调查和测试，并表彰一批测试成绩优秀的学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学

校体育工作和青年的体质状况有了明显的进步，1996 年，美国卫生总署出版了一个里程

碑的报告，标志着大众看待和讨论健康的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家公认体育运动和体质

是健康的一个必要因素。美国近半世纪重视和发展学生体质健康工作的实践给予我们很大

的启示：政府高度重视；成立有效的领导机构；积极与社会各界进行合作；全方位的宣传

工作；重视促进体质健康的科研工作；大力奖励促进体质健康活动中的先进典型。[3]

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身体素质是体质的重要指标，也是学校体育的重要任务。目

前我国普通高校体育课程运动项目对学生身体素质的影响研究很少，如李立敏的“浙江省

独立、民办院校体育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只涉及了本研究很少部分。[4]

李文武，张新宇等学者对哈尔滨理工大学的男女生进行研究发现，哈尔滨理工大学男、

女生身高、体重均高于全国学生平均水平，差异明显，男女生的下肢力量稍差，台阶指数

都低于全国学生均值，且差异具有显著性，大部分学生对体育课兴趣不浓厚，对自身健康

认识不够。[5] 

陈星飚，张欣等人在对北京交通大学学生的体质现状及对策研究中，发现女生的总体

体质要稍好于男生，认为高校应加强对体育锻炼的认识和引导，丰富体育教学的内容。[6] 

陈志岗在《大学生体质影响因素与改善方法研究》中认为，生活方式和学校课程设置

是影响体质的主要因素，应当从改善大学生的饮食规律 [7]，合理的锻炼是有必要的，还应

保持良好的心态，树立终身体育运动的观念。[8]

冯金玲在对赣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体质的研究中发现，大学生的体质健康与否与身体

自身和锻炼坚持之间是有很大关系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9]

土小红在《从我国青少年体质连续下降反思我们学校体育教育》中认为青少年体质下

降，主要从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两方面来反思，宏观因素方面主要是体育教育思想、方针、

政策、体制、法律法规，微观方面主要是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对学校体育的认识方面。[10]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广东白云学院 500 名大二学生，其选取的学生均参加了一年体育俱乐部课程，

但选择的项目不一样。篮球课程的学生有 50 人，其中男生 37 人，女生 13 人；网球课程

的学生有 50 人，其中男生 25 人，女生 25 人；乒乓球课程的学生有 50 人，其中男生 25 人，

女生 25 人；羽毛球课程的学生有 50 人，其中男生 25 人，女生 25 人；瑜伽课程的学生有

50 人，其中男生 16 人，女生 34 人；跆拳道课程的学生有 50 人，其中男生 25 人，女生 25 人；

体育舞蹈课程的学生有 50 人，其中男生 14 人，女生 36 人；击剑课程的学生有 50 人，其

中男生 25 人，女生 25 人；攀岩课程的学生有 50 人，其中男生 38 人，女生 12 人；柔道

课程的学生有 50 人，其中男生 37 人，女生 13 人。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有关高校体育课程设置、体育俱乐部高校开展现状及大量的有关体质的文献资料。

2.2.2  测量法

统一使用教育部推行的仪器与软件进行测试。身体素质测试指标是根据教育部颁布的

林上湖：体育俱乐部课程对学生身体素质不同影响的研究——以白云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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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规定的速度素质——50 米跑，耐力素质——1000 米（男）

或 800 米（女）跑，下肢力量素质——立定跳远，柔韧素质——坐位体前屈。

2.2.3  数理分析法

用 SPSS18.0 软件对结果进行数理统计并进行分析。

3    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是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共同编制的，于 2002 年 7 月正式

实施。要求高校必须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体质测试，测试内容包括身高、体重、肺活量、50 

米 ( 立定跳远选其一 ) 、1000 米 ( 台阶试验 ) 、握力六项，根据每项测试的数据计算出单

项得分，再根据每项的权重计算出总分，60 分以下为不达标，86 分以上为优秀，该测试

成绩作为学生体质健康个体评价标准和学生毕业的基本条件。[11]2014 年，国家教育部、体

育总局制定发布了新版（2014 版）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新标准指出大学生体质测试的项目。[12]

1）身高标准体重是将身高和体重综合起来，以每厘米身高的体重分布，确定学生的

体形匀称度，可反映学生是营养不良、正常体重，还是超重和肥胖。该指标对于学生形成

正确的身体形态观具有非常直观的引导作用。

2）肺活量是指在不限时间的情况下，一次最大吸气后再尽最大力量所呼出的气体量。

是反映人体生长发育水平的重要机能指标之一。肺活量因性别和年龄而异，男性明显高于

女性，体育锻炼可以明显地提高肺活量，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地参加长跑等耐力锻炼、改善

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功能，《标准》将肺活量列为测试项目。

3） 50 米跑的完整技术分为起跑、起跑后的加速跑、途中跑和终点冲刺跑四个部分。短

跑是速度测试最常见的一种形式。短跑可从反应、力量、速度、技术、心理五方面提高成绩。

4） 耐力素质是指人体在长时间进行有氧工作的能力。耐力素质指标视性别不同而定，

男生为 1000 米跑，女生为 800 米跑。

5） 坐位体前屈是用于反映人体柔韧性的测试项目。采用坐位体前屈来评价柔韧性 ; 

无论从安全性、准确性、真实性，还是从与国民体质监测接轨以及利于进行国内外对比等

方面来讲，坐位体前屈均优于立位体前屈。所以，测试项目评价指标选用坐位体前屈来反

映柔韧素质。测试目的是测量在静止状态下的躯干、腰、髋等关节可能达到的活动幅度，

主要反映这些部位的关节、韧带和肌肉的伸展性和弹性及身体柔韧素质的发展水平。

6）立定跳远是测试爆发力的项目，爆发力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发挥最大的力量。立定

跳远的测试多年来一直被广泛使用，《标准》保留了这一测试项目。在《标准》中立定跳

远的权重比其他评价指标大，一方面体现了它们对于体质健康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由于

体育锻炼对于提高这两个指标得分的效果明显，有利于促进学生体育锻炼。

7）  民引体向上（男）与仰卧起坐（女）

引体向上（男）：主要测试上肌肉力量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男性体质的重要参考标准

和项目之一。动作过程：用背阔肌的收缩力量将身体往上拉起，当下巴超过单杠时稍作停

顿，静止一秒钟，使背阔肌彻底收缩，然后逐渐放松背阔肌，让身体徐徐下降，直到回复

完全下垂，重复做。技巧：上拉时意念集中在背阔肌，把身体尽可能的拉高，不要让身体

摆动，下垂时脚不能触及地面。

仰卧起坐（女）：主要作用是增强肌肉的力量。动作过程：仰卧，两腿并拢，两手上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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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腹肌收缩，两臂向前摆动，迅速成坐姿，上体继续前屈，两手触脚面，低头；然后还

原成坐姿，如此连续进行。技巧 : 向后仰卧的过程开始吸气，肩背部触垫的瞬间屏气收腹、

上体逐渐抬起，当上体抬起至腹部有胀感时，快速呼气，向前引对应头完成动作。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在身体素质方面，选修不同的体育课程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研

究表明，体育选项课的教学内容对学生的身体素质有直接影响。[13]

4.1  立定跳远

立定跳远是反映人体速度灵敏性、下肢力量爆发力的项目，作为衡量人体在弹跳力、

协调性、下肢力量爆发力方面的指标，具有着重要意义。从研究结果上看，篮球、网球、

羽毛球、跆拳道、攀岩的学生其下肢力量爆发力都较强，乒乓球、体育舞蹈以及瑜伽这类

体力强度较小的体育项目，其对学生爆发力的锻炼效果往往没有篮球、网球以及羽毛球等

课程好。经对比，差异显著，统计学具有意义（P<0.05）（表 1）。

课程名称 n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及格率（%） 优秀率（%）

篮球 50 12 24 13 1 98.00% 24.00%

网球 50 10 22 15 3 94.00% 20.00%

乒乓球 50 3 14 23 10 80.00% 6.00%

羽毛球 50 11 27 10 2 96.00% 22.00%

瑜伽 50 1 12 25 12 76.00% 2.00%

跆拳道 50 11 24 8 7 86.00% 22.00%

体育舞蹈 50 3 6 28 13 74.00% 6.00%

击剑 50 6 13 24 7 86.00% 12.00%

攀岩 50 10 21 16 3 94.00% 20.00%

柔道 50 6 14 24 6 88.00% 12.00%

P <0.05

4.2  坐位体前屈

坐位体前屈代表着人体关节、肌肉的柔韧性，从研究结果上看，瑜伽、跆拳道、体育

舞蹈、网球的学生柔韧性的改善较为突出。柔韧性是指人体完成动作时，关节、肌肉、肌

腱和韧带的伸展能力。柔韧素质与健康的关系极为密切，柔韧性的提高，对增强身体的协

调能力，更好地发挥力量、速度等素质，提高技能和技术，防止运动创伤等都有积极的作

用。[14] 经对比，差异显著，统计学具有意义（P<0.05）（表 2）。

课程名称 n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及格率（%） 优秀率（%）

篮球 50 4 15 26 5 90.00% 8.00%

网球 50 15 23 10 2 96.00% 30.00%

乒乓球 50 4 17 24 5 90.00% 8.00%

羽毛球 50 3 15 27 5 90.00% 6.00%

瑜伽 50 23 20 6 1 98.00% 46.00%

跆拳道 50 18 24 6 2 96.00% 36.00%

体育舞蹈 50 21 19 9 1 98.00% 42.00%

击剑 50 4 16 25 5 90.00% 8.00%

攀岩 50 3 18 25 4 92.00% 6.00%

柔道 50 4 18 24 4 92.00% 8.00%

P <0.05

4.3  50 米跑

50 米跑是一个能体现快速跑能力和反应能力的体育项目，从研究结果上看，篮球、网球、

表 1  不同体育俱乐部课程学生的立定跳远成绩比较

表 2  不同体育俱乐部课程学生的坐位体前屈成绩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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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的学生其快速跑能力和反应能力都较突出。 经对比，差异显著，统计学具有意义

（P<0.05）。见表 3 。

课程名称 n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及格率（%） 优秀率（%）

篮球 50 15 25 8 2 96.00% 30.00%

网球 50 15 23 10 2 96.00% 30.00%

乒乓球 50 7 13 27 3 94.00% 14.00%

羽毛球 50 14 25 8 3 94.00% 28.00%

瑜伽 50 3 12 30 5 90.00% 6.00%

跆拳道 50 8 14 24 4 92.00% 16.00%

体育舞蹈 50 3 9 32 6 88.00% 6.00%

击剑 50 7 14 25 4 92.00% 14.00%

攀岩 50 5 15 27 3 94.00% 10.00%

柔道 50 5 15 25 5 90.00% 10.00%

P <0.05

4.4  1000 米（男）或 800 米（女）跑

1000 米（男）或 800 米（女）跑可反应学生的有氧耐力水平。从研究结果上看，可见篮球、

网球、羽毛球、跆拳道的学生其有氧耐力水平都较高。经对比，差异显著，统计学具有意

义（P<0.05）（表 4）。

课程名称 n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及格率（%） 优秀率（%）

篮球 50 10 23 15 2 96.00% 20.00%

网球 50 9 22 1 3 94.00% 18.00%

乒乓球 50 6 13 25 6 88.00% 12.00%

羽毛球 50 9 22 16 3 94.00% 18.00%

瑜伽 50 3 10 26 11 78.00% 6.00%

跆拳道 50 6 13 24 7 86.00% 12.00%

体育舞蹈 50 2 8 27 13 74.00% 4.00%

击剑 50 5 14 25 6 88.00% 10.00%

攀岩 50 6 12 26 6 88.00% 12.00%

柔道 50 5 12 26 7 86.00% 10.00%

P <0.05

5    结论与建议

1）篮球、网球、羽毛球、跆拳道等项目对提高学生的有氧耐力水平较其他项目显得更好；

瑜伽、体育舞蹈等项目的练习中对于长跑项目的锻炼效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瑜伽、跆拳

道、体育舞蹈、网球等项目对于学生的柔韧素质的开发具有明显的效果，且较其他项目具

有显著性差异。对于提高下肢力量的运动项目则是篮球、网球、羽毛球、跆拳道、攀岩等

运动的效果更好。篮球、网球、羽毛球等项目对于提高学生的速度素质水平同样优于其他

运动项目。

2）体育俱乐部课程教学不单要一方面学习技术，而另一方面，更应安排一部分时间

来进行身体素质的练习，而且技术学习过程中应该有一定的量和强度的刺激，让学生的身

体素质得到全面的发展。

3）高校中，学生的体育课程可以自行选择学习的内容，这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根据兴

趣爱好进行选择，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同的体育课程内容对学生的锻炼程度不

同，进而影响学生体质的均衡发展。所以，学校在进行课程设计的时候，应该适当的对课

程内容进行调整，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学生也要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选择体育俱乐部课

表 3  不同体育俱乐部课程学生的 50 米成绩比较

表 4  不同体育俱乐部课程学生的 1000 米（男）或 800 米（女）跑成绩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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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兴趣的引导下均衡发展自身的身体素质，提高自身体质，养成终身锻炼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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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ifferent Influence of Sports Club Curriculum on 
Students 'Physical Quality

——Taking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LIN Shang-hu
(Faculty of General and Physical Education，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Gungzhou510450, Chian)

Abstract: The basic task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schools is to improv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enhance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 and cultivate qualified talents for all-
round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and physical fitnes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ports work,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greatl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ports. At present, the health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directly affects their health situation after 
their entering the society and affects the health level of the whole people. With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modern elementary 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proposal of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health first", more and more ordin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implemente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as students 'independent option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Basketball, badminton, 
yoga and other item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with students.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ports items on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 in phys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sports club；physical quality；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standards

林上湖：体育俱乐部课程对学生身体素质不同影响的研究——以白云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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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汽车拥有量不断上升，城市

停车紧张成为当今社会一大难题，因此市场

上出现了不少停车空位管理系统，但是市场

上的停车管理系统存在布线难、系统复杂、

实时性差和成本高等缺点，因此提出基于

ZigBee 的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的研究与设

计，实现无线远程车位智能化管理，减少车

辆的无效“寻泊”。

关键词：Zigbee；无线远程；智能停车场

收稿日期：2019-03-11

作者简介：苏康友（1988- ）, 男，广州人 ,

硕士 , 讲师 , 主要从事人工智能、嵌入式方

面的研究。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日益提高，对车辆的需要

量不断增大。据车辆局统计：2018 年中国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3.27 亿，其中小型载客汽车首次突破 2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突破

4 亿人，达 4.09 亿人。从分布情况看，全国有 61 个城市的汽车保

有量超过百万辆，27 个城市超 200 万辆，其中北京等 8 个城市超

300 万辆。因此城市的停车问题成为了急需解决的一大难题。

国外停车场建设发展历程：第一阶段，街道停车阶段，汽车

工业刚发展，汽车属于高端产品，相对不多，没有对城市交通带

来很大的压力，停车不成问题，不收取任何费用。第二阶段，投

币停车阶段，城市不断发展，私家汽车数量不断上升，对车位的

需求不断加大，采用的是地上停车及街道停车相结合的投币停车

方式。第三阶段，地下停车和停车楼发展阶段，私家车数量猛增，

停车问题开始紧张，城市充分利用空间，采用地下停车方式。第

四阶段，规划和管理阶段，城市中心区的停车空间有限，从大量

建设停车场转换为对停车场的管理。第五阶段，完善阶段，发达

国家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如停车管理系统，对场内停车和场外停

车相互协调，空车位的充分的利用，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的

Z-Park 停车场管理系统，利用每个车位的传感器网络节点检测车

位的占用情况，再将信息上传到处理中心。

国内停车现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城市停车供需

矛盾日益突出，急需解决城市车位优化管理问题。我国市场上的

停车位空位感知技术主要是采用有线传输与红外线反射传感技术。

但是有线传输具有布线难，系统复杂，成本高的缺点；而红外线

反射传感的可测距离十分短，并且设备需在视线上对准，数据传

输时设备间不能有遮挡，容易造成停车空位的计算误差，同时由

于城市车位具有流动性大的特点，红外也无法准确及时更换车位

数据，也没有很好地协调停车场的车位管理；而且我国建设的新

型停车场管理系统也处于初级阶段，许多管理系统在实际使用中

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基于 ZigBee 的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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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于 Zigbee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停车场车位管理方案的设计，实现了无线远程车

位智能化管理，减少车辆的无效“寻泊”；充分利用了城市的车位；同时也代替以往有线

传输，让工程更加简单，也大大节约了成本，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1    系统构成

系统由 zigbee 相互节点与节点构成物联网网络，相互通信，相互成为节点。车载点给

与路载点信号，告知已到达车库点；网关点与 PC 机进行统筹，确定车位的容量以及空车

位；给予所来车辆信号，引导车向空车位行驶。本设计采用协调器初始化网络，NLME_

NETWORK_FORMATION.request 发起 zigbee 协调功能，建立新的网络，以车辆搭载的

zigbe 和路侧节点形成信道在可允许的能量值内执行主动扫描，从而确定空车位的数量以

及位置。若有车辆进入停车场，则采用 MLME_START.request 运行网络，新入车辆的车载

zigbee 节点通过 NLME_PERMIT_JOINING.request 进入网络，报告网络节点，更新 pc 数据

信息，并指引空车位位置，系统图见图 1。

2    硬件系统设计

如图 2，采用 ZigbeeCC2530 作为控制核心，CC2520 具有低功耗的特点，其所需两节

AA 电池即可持续工作 1 年，传输距离远，可以实现 100 米以上的无线通讯，采用多跳网

络通讯能实现更远的传递信息，低成本，每块芯片 8 元人民币左右，符合市场的推广。 

本设计在于每辆汽车都搭载 zigbee 系统，采用网络拓扑结构方式，安全可靠，能保护用户

的信息。同时在每个车位处加载路侧节点，进行通信，并将信息反馈 PC，对停车场数据

苏康友，陈国润：基于 ZigBee 的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

图 1  车载节与网关点图

图 2  硬件平台总体框架



20

信息进行更新，从而形成一个智能停车场系统。

3    算法设计

车辆停在某个车位 P 上，车载节点上的 O 与路侧节点 R1、R2 等分别通信 150 次。并

将其记作为 test1，将 test1 的数据与样本库数进行一系列的比较，从而求出与每一个车位

的样本数据库相似度的百分比，看与哪一个车位的样本数据库的数据相似度最高，如果与

03study 的相似度最高，则把车停放的位置判定在 03 号车位上，再通过压缩感知定位模型

算法，模型如下：

和 定位区域中 M 个传感器以及 K 个目标，通过 f（m,l）信号传输模型，
得以第 m 个传感器对第 k 个目标接收信号的强度，从而确定定位量。并以定位区域划分

为 N 个网络，以函数包含量 是网格中心的集合，定位位置向量表示为 

≠ 0，表示定位量在第 n 个网络中心。

4    程序设计

对车位分别进行采取数据，将采取到的数据组与车位的节点与路测点通信信号的强弱

通过 pc 机器传送到 pc，并保存数据。当有车辆来临的时候对数据进行更新，车位管理的

程序设计（图 3）。

ZigBee 系统初始化：

Osal_int_disable(INTS_ALL)     // 关闭所有中断

HAL_BOARD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Zmain_vdd_check()                   // 检测芯片电压是否正常

Zmain_ram_init()                      // 初始化堆栈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第 27 卷第 1 期    VOl.27    NO.1

图 3  车位管理的程序设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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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Board(OB_COLD)               // 初始化 LED，配置系统定时器

HalDriverInit（）                // 初始化芯片各个硬件模块

Osal_nv_init()                       // 初始化 FLASH 存储

Zmain_ext_addr()                 // 形成节点 MAC 地址

zgInit()                                  // 初始化一些非易失变量

zmacInit()                              // 初始化 mac 层

Afinit()                                  // 初始化应用框架层

Osal_init_system()                // 初始化操作系统

Osal_int_enabled(inis_all)   // 使能全部中断

Initboard（ob_ready）        // 初始化按键 

5    结束语

本设计采用无线传感器技术运用到交通领域，利用 Zigbee 自组网技术，实现了无线实

时监控停车场车辆的状况，从而合理规划车辆的停放，并且很好地解决了大型停车场车辆

的无效“寻泊”问题。与此同时，本设计的智能停车场系统很好地代替了以往的有线数据

传输停车系统，让工程更加简单，也大大节约了成本，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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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ulty of Electronic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re improving, 
car ownership is increasing, and urban parking tension has become a major problem in today's 
society. Therefore, there are many parking management systems in the market, but the parking 
management system has some shortcomings, such as difficult wiring, complex system, poor 
real-time performance and high cost. Therefore, the research and design of intelligent parking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ZigBee is proposed to realiz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of wireless 
remote parking space .And it can reduce ineffective "parking".

Key words: ZigBee; long-rang wireless ; intelligent p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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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主要从地方政府反应、新三板

市场企业的反应相关新三板企业 IPO 进程变

化、三方面研究了“IPO 精准扶贫”政策对

新三板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政策发布

后，贫困县地区的地方政府大多积极行动支

持，或出台政策或制定工作计划；具体贫困

县新三板企业 IPO 的进程得到了显著缩短；

部分非贫困县新三板企业迅速反应，将注册

地迁入贫困县，在政策发布施行短期内，政

策产生了明显效果。

关键词：IPO ；精准扶贫；新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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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莹翔 (1983- )，女，江西吉安人，

硕士 , 讲师，主要从事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

方面的研究。

2016 年 9 月 9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

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下称《意见》），

旨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

脱贫攻坚战略。脱贫方式的主要方针是以贫困县实体经济需求为

导向，通过给予政策上的优势，支持贫困地区企业利用资本市场

资源，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促进

贫困地区产业发展，不断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意见》

核心部分是贫困地区企业 IPO、新三板挂牌、债券发行、并购重

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政策规定：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均在

贫困地区且开展生产经营满三年、缴纳所得税满三年的企业，或

者注册地在贫困地区、最近一年在贫困地区缴纳所得税不低于 2

千万元且承诺上市后三年内不变更注册地的企业，申请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适用“即报即审、审过即发”政策。IPO 对企

业融资和投资者影响极大，在我国资本市场一直是比较敏感的话

题，这次《意见》关于贫困地区企业 IPO“即报即审、审过即发”

政策——“IPO 精准扶贫”政策引起了社会深切关注。

1    政策提出的理论分析

郑瑞强、王英（2016）指出，精准扶贫最早源自于西方福利

社会财政吃紧态势下的扶贫思路调整，与我国扶贫开发政策从普

惠式向适度竞争式转变精髓一致，重在关注扶贫对象意愿瞄准、

理顺扶贫资源作用体系并进行业务流程再造，提高扶贫效率，促

进贫困人口脱贫 [1]。IPO 精准扶贫政策就是锚定贫困地优秀企业融

资需求，对贫困地的优秀企业给予快速发审的优待，带动贫困地

产业发展。只要政策出台后，证监会立刻落实和实施政策，贫困

地政策也会积极行动作为，当地申请 IPO 的企业其 IPO 进程应该

有显著缩短。

“IPO 精准扶贫”政策对新三板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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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精准扶贫政策本质是产业政策，章新华（1994）指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一个重要

方面反映在政策的客体，即被调控的对象如企业，是否对产业政策作出明显的反应，如果

政策客体没有灵敏地作出反应，那么很难说产业政策具有有效性 [2]。李思霖（2016）认为，

资本市场扶贫新政的逻辑在于利用市场化手段推进扶贫攻坚，从以往的输血式扶贫变为造

血式扶贫，有助于帮助贫困县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龙头企业和产业链，且建立了带动贫困

人口脱贫的市场化机制，并认为这一举措发挥了金融市场的定价优势和资本引导作用 [3]。

李隋、张腾文（2015）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上市公司股权和债权融资的影响，通过特征分析

和实证研究，证明产业政策在公司融资的领域具有有效性，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上市公司进

行的股权和债权融资数量要多于没有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上市公司 [4]。市场基于对政策实施

效果的期望，希望享受政策红利提前实现 IPO 的企业会产生迁入贫困县的动机。

方易（2014）[5] 通过对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光伏）的产业政策进行梳理，发现对于

后发工业化国家来说，尽管产业政策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能够推动“蛙跳”式的经济

增长，但随着市场发育的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越来越充分

的发挥，产业政策逐渐失效，尤其对于我国，产业政策带有较强的管制性色彩，容易受到

来自非经济、非制度性方面因素的负面影响。由于证券市场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相关管理

制度也断完善，IPO 扶贫政策发布后，其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而减弱。

所以该政策是有利于市场机制的补充，将可能对地方政府、企业产生显著影响。

2    政策影响

2.1  贫困县地方政府纷纷行动，制定配套政策影响支持

通过对贫困县地方政府的相关工作调查发现，很多贫困县地方政府纷纷快速响应，制

定配套支持鼓励政策，给于相应企业具体补贴，如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在 2016 年 9 月

底就出台了《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凉山州脱贫攻坚八条政策措施》，对州外拟上市

企业迁移到凉山州内的 11 个贫困县注册的，相关证券公司给予 20 至 100 万元一次性财政

奖补；对迁移企业给予 50 至 100 万元一次性财政奖补；对成功上市或挂牌企业给予 100

至 500 万元一次性财政奖补；对企业发债、贷款和高管个人缴税给予一定额度的补贴。此

外，一些贫困地政府还制定了具体工作计划如摸排达标企业、对接 IPO 排队企业、对接有

子公司在当地的拟上市企业等，还进行了其他相关工作如安徽金寨地方政府还组织了文件

学习、参加相关培训，向证监会相关部门汇报当地情况，新疆更是与证监会签署合作协议。

可以说，地方政府对 IPO 扶贫的响应普遍是非常积极的，相比与一般产业政策从中央到地

方的弱化 [6]，该产业政策具有特殊性，因为地方既是直接受益者，更是利益创造者。

2.2  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迁址贫困县

通过梳理新三板挂牌公司迁址贫困县的相关公告，在政策发布短短 6 个月（2016 年 9

月 -2017 年 2 月）内，有 43 家企业公布拟迁址贫困县，有 41 家完成迁址（有 2 家在政策

发布 6 个月内公布拟迁址的企业分别在 2017 年 5 月、2017 年 10 月完成迁址）。政策发

布 6 个月内企业迁入贫困地的情况如图 1 所示。

在政策发布后，一些企业开始考虑将注册地迁往贫困县是否能享受到这一政策红利，

加快企业发展。由于这一决策需要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并向工商部门申请及办理，

政策发布的 2016 年 9 月内并无企业完成迁址，2016 年 10 月有 1 家公司完成迁址且该月

通过迁址决议的企业猛增，而后在 2016 年 11、12 月完成迁址的企业不断增加。

袁莹翔：“IPO 精准扶贫”政策对新三板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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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数据整理

根据统计，自《意见》发布至 2017 年 2 月，新三板市场已经有至少 38 家公司公告变

更注册地址到国家级贫困县，而截至 2017 年 2 月底，大多数企业已经完成迁址。通过各

企业 2015 年以前的财务数据，结合创业板上市标准，发现大多数企业在财务方面已经具

备上市的条件；但我国企业所得税率为 25%，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简易情况下，企业净

利润应在 6 千万元以上才符合 IPO 扶贫政策中“最近一年在贫困地区缴纳所得税不低于

2000 万元”的标准，而倘若企业已经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而享受 15% 的税率，则净利

润应该在 1.13 亿元以上才能享受 IPO 扶贫待遇，各家迁址企业情况统计如表 1。

 证券代码
证券

简称

公司

属性
原注册地 迁入贫困县区

是否完

成迁址
所属行业

是否满足创业板

上市的财务标准

2015 年

净利润            

（万元）

430127.OC
英雄

互娱

民营

企业

北京市

海淀区
陕西省延川县 否

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
满足 1,443.33

832737.OC
恒信

玺利

民营

企业

北京市

平谷区
西藏曲水县 是 零售业 满足 22,349.14

838290.OC
灵思

云途

民营

企业

北京市

朝阳区
西藏拉萨经开区 否

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
满足 9,924.44

835713.OC
天阳

科技

民营

企业

北京市

海淀区
西藏拉萨经开区 否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满足 4,986.73

430120.OC
金润

科技

民营

企业

北京市

海淀区

西藏拉萨柳梧新

区
否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满足 3,625.70

833237.OC
国路

安

民营

企业

北京市

海淀区

西藏拉萨堆龙德

庆县
是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满足 1,554.22

430346.OC
哇棒

传媒

民营

企业

北京市

东城区
西藏日喀则市 是 商务服务业 满足 2,431.41

430260.OC
布雷

尔利

民营

企业

北京市

石景山区
河北保定顺平县 是 可选消费 满足 3,741.32

835908.OC
仁创

生态

民营

企业

北京市

海淀区
安徽省岳西县 否

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
满足 2,147.91

430054.OC
超毅

网络

民营

企业

北京市

海淀区
西藏拉萨 是

有色金属矿采选

业
满足 3,061.40

836758.OC
奥吉

特

民营

企业

河南省

洛阳市

洛龙区

河南省兰考县 是 农业 满足 3,667.16

831776.OC
中云

创

民营

企业

河南省

泌阳县
河南省南召县 是

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
满足 1,709.74

833371.OC
蓝天

燃气

民营

企业

河南省

驻马店市

河南省驻马店市

市确山县
是 管道运输业 满足 21,33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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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完成注册地迁入贫困县的新三板企业数

表 1   新三板迁址贫困县企业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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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961.OC
东和

环保

民营

企业

河南省

商丘市

河南省商丘市民

权县
是 专用设备制造业 满足 4,130.96

831562.OC
山水

环境

民营

企业

河南省

新乡市

河南省新乡市封

丘县
是 土木工程建筑业 满足 3,104.77

839088.OC
华商

智汇

民营

企业

重庆市

渝北区
西藏拉萨 是 商务服务业 满足 11,672.51

430498.OC
嘉网

股份

民营

企业

山东省

青岛市
西藏拉萨 是

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
不满足 511.39

836446.OC
鑫联

环保

民营

企业

云南省

个旧市
云南省元阳县 是

生态保护和环境

治理业
不满足 -3,692.32

838482.OC
东达

物流

民营

企业

云南省

昭通市
云南省昭阳区 否 水上运输业 不满足 464.80

834086.OC
德泓

国际

民营

企业

宁夏

银川市
宁夏同心县 是 纺织业 满足 19,387.75

838412.OC
长江

医药

民营

企业

湖北省

石首市

湖北省十堰郧阳

区
是 医药制造业 满足 13,797.82

832881.OC
源达

股份

民营

企业

河北省

秦皇岛市

河北省秦皇岛市

青龙县
是 专用设备制造业 满足 1,022.73

831513.OC
爱廸

新能

民营

企业

河北省

保定市

新市区

河北省保定市唐

县
否

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
满足 943.64

830809.OC
安达

科技

民营

企业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州省贵阳市长

顺县
是

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
满足 4,945.16

836723.OC
梵净

高科

民营

企业

贵州省

铜仁市

贵州省铜仁市松

桃苗族自治县
是 畜牧业 不满足 312.68

836833.OC
三阁

园林

民营

企业

贵州省

遵义市

贵州省遵义市正

安县
是 土木工程建筑业 满足 295.22

838050.OC
酷尾

巴

民营

企业

广东省

惠州市
湖南省平江县 否 零售业 满足 220.01

833623.OC
胜高

股份

民营

企业

深圳市

罗湖区
河南省光山县 是 住宿业 满足 1,004.44

837848.OC
玉禾

田

民营

企业

深圳市

福田区
安徽省岳西县 是 公共设施管理业 满足 6,451.32

838141.OC
中新

正大

民营

企业

广西

南宁市
广西柳州三江县 是 商务服务业 满足 354.35

833158.OC
马上

游

民营

企业

江苏省

镇江市
湖南省新化县 是

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
不满足 -2,091.32

831571.OC
大洋

股份

民营

企业

江苏省

常州市
安徽省萧县 否

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
不满足 -130.00

833344.OC
巨网

科技

民营

企业

江西省

上饶市

信州区

江西省上饶市上

饶县
是

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
满足 2,213.76

835283.OC
节水

股份

地方

国有

企业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白城市通

榆县
是 土木工程建筑业 满足 5,023.22

870239.OC
巨龙

股份

民营

企业

吉林省

延吉市
吉林省龙井市 是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不满足 212.46

838083.OC
鑫泰

股份

民营

企业

湖南省

益阳市
湖南省安化县 否 家具制造业 不满足 253.21

830905.OC
成聪

软件

民营

企业

湖南省

吉首市
湖南省凤凰县 否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不满足 -42.43

835265.OC
同禹

药包

民营

企业

黑龙江省

大庆市高

新区

黑龙江省大庆市

林甸县
是 医药制造业 满足 8,4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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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企业成为该政策的热点，主要是因为市场整体估值不高，流动性问题也一直无

法解决，而且新三板与主板间的转板机制尚未完全落地，所以有上市潜力或意愿的企业一

般会抓住机会启动 IPO。政策出台后，仅截至 2017 年 3 月就有超过 260 家新三板企业公

告进入了上市辅导期，如果能够省去排队等待的时间，对这些企业来说是巨大利好。

2.3  企业 IPO 进程明显缩短

IPO 扶贫政策对贫困地企业的上市进程有无促进？通过梳理：在扶贫政策出台前新三

板 832 家贫困县企业中有 6 家处于 IPO 已申报状态：

公司简称 申报日期 上市日期 注册地区 主营业务

壶化股份 2015.5.8 未上市 长治市壶关县城北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森霸股份 2015.9.18 2017.9.15 南阳市社旗县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高争民爆 2015.12.21 2016.12.9 西藏 生产销售民爆器材

易明医药 2016.2.4 2016.12.9 西藏 化学制药以及中成药研产销

集友股份 2016.6.2 2017.1.24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经济开发区
水松纸和烟用封签设计、生产、

销售及服务

华业香料 2016.7.1 未上市 安徽省潜山县 内酯系列合成香料的研产销

数据来源：Wind

而截至目前 2017 年 3 月为止，以上 6 家排队企业中 4 家实现上市交易，分别是：高

争民爆（中小板）、易明医药（中小板）、集友股份（主板）、森霸股份（创业板），从

申报 IPO 至首发发行用了 340 天、292 天、224 天和 728 天，再来对比 2016 年整个市场的

IPO 节奏，2016 年共有 265 家企业上会（不含暂缓表决和取消审核），经统计，这些企业

在每个审核阶段所经历的平均时长如表 3。

板块 IPO 申报到预披露更新 预披露更新到上会 过会到发行 申报到发行

主板 651 天 131 天 116 天 887 天

中小板 695 天 108 天 110 天 915 天

创业板 596 天 92 天 110 天 798 天

总体 640 天 122 天 113 天 862 天

高争民爆（中小板） 340 天

易明医药（中小板） 292 天

集友股份（主板） 224 天

森霸股份（创业板） 728 天

数据来源：Wind

按照正常流程，从申报至审批，一家公司的 IPO 之路平均在 3 至 5 年，而 IPO 扶贫政

策公布后，从高争民爆到易明医药再到集友新材，IPO 速度不断刷新纪录，“IPO 精准扶贫”

政策很明显为众多渴望迅速上市的企业提供了一条捷径。高争民爆、易明医药、集友股份

和森霸股份这 4 家企业的 IPO 时间都短于同期市场平均水平的 862 天，同时也比当期同板

上市的企业的平均进程要快，尤其是前 3 家几乎只需要其他同板企业 1/3 的时间完成了申

报到发行。前 2 家高争民爆、易明医药为西藏企业，通过与另 2 家 2016 底前上市的西藏

企业灵康药业、华钰矿业对比，发现其在新政前并未受惠于已有的西藏“绿色通道”，而

是在本次新政策实施后立刻获得反馈并上会通过，其总的上市进程有明显的提速，这都说

明 IPO 精准扶贫政策已经开始有效实施。

表 2  截至《意见》出台时贫困县 IPO 排队企业

表 3  2016 年 IPO 企业发行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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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公司简称 首次申报日期 上市日期 申报到发行天数

西藏 灵康药业 2014.6.16 2015.5.28 327

西藏 华钰矿业 2014.11.21 2016.3.16 468

西藏 高争民爆 2015.12.21 2016.12.9 340

西藏 易明医药 2016.2.4 2016.12.9 292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数据整理

IPO 精准扶贫政策出台后，各地方政府普遍采取了积极行动促进政策生效，相关贫困

地企业 IPO 的进程显著缩短。

3    结论

本文研究了 IPO 扶贫政策对地方政府、新三板企业的影响，论证了政策发布后确实对

贫困县具体 IPO 企业产生了积极影响，缩短了其 IPO 进程，同时，一些注册地非贫困地的

拟 IPO 企业也在政策利好的促动下迁入贫困地。本文的贡献在于填补了对 IPO 扶贫政策研

究的空白，研究了对新三板企业 IPO 方面的影响，明确了这一政策的作用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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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PO Policy on 
New Third Board Market

YUAN Ying-xiang
(Faculty of Accounting,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hzou 51045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PO" policy on the new third board market from three aspects: the response of local government, 
the response of enterprises in the new third board market and the changes of IPO process of new 
third board enterprises. It is found that after the policy was released, most local governments in 
poor counties actively supported or issued policies or work plans. The process of IPO of new third 
board enterprises in specific poor counties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Some non-poor counties 
responded quickly to the new third board enterprises and moved their registered places into poor 
counties. In the short term of policy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policy has produced 
remarkable results.

Key words: IPO;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New Third Board

表 4  2013 年 11 月以来西藏企业上市进度

袁莹翔：“IPO 精准扶贫”政策对新三板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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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社区精神康

复中心社会工作者的实践为研究对象，通过

参与式观察对 7 名精神康复者及 6 名社会工

作者访谈收集资料，研究发现，当社会工作

者参与精神康复者的疾病管理过程，促进患

者对病症的察觉与接纳、增加患者对疾病的

掌控感、提高其接受治疗的意愿以及协助他

们规划未来和制定全面的康复计划时，精神

康复者能展现积极正向的康复效果。

关键词：精神康复；社会工作；疾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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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医学指出，精神疾病是患者的性格、行为、认知、情感

等方面出现异常，疾病带来的变化有精神状态不佳、自我察觉差、

自控能力低等障碍。传统的精神疾病治疗方法主要以服药为主，

医疗观点强调精神病患者应通过服药来控制病情，然而生理上的

医疗防治方法只能暂时控制一些症状，并不能使个体达到较好的

康复状态。传统的精神病康复把患者看作身体的“病”，介入目

标是以病理为主，集中在病症的诊断，着重控制治疗，强调控制

与服从，抵制疾病和恢复原状。[1] 然而，仅依靠生物医学的防治方

法来应对精神疾病，康复效果差强人意。胡海国研究了 3730 位住

院的精神疾病障碍者，发现有 50.8% 精神疾病患者虽然有规律服

药但后续仍然多次发病，他认为病情复发可能是因为各种心理障

碍及社会不适引发的。[2] 我国于近年逐渐重视社区精神康复工作，

但基层工作人员普遍缺乏相关的培训，不具备专业的精神康复方

法技能，对精神障疾病碍者习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应对，他们

开展工作的方向仍然是针对疾病本身，主要目的是控制问题，警

惕负面事件的发生，要求被动地服从行政工作安排。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精神疾病这种以“病症”为介入

目的忽视患者真实需求的手法进行抨击。许多学者及精神康复领

域的实践工作者提出，精神康复者的疾病治疗重点应该是在生活

过程中提高疾病的应对和控制能力，而非仅依赖药物治疗。精神

康复者应发展自我调节的能力，建立积极正向的态度，与医疗、

社区工作者建立良好关系，对自己的健康承担起责任，摆脱疾病

的无力感。精神康复者应该积极的加强疾病健康管理，通过有效

的疾病管理提高疾病的掌控感，进而发展出自我效能感，以提升

和巩固康复效果。疾病的掌控感可以让人更努力地采取行动，提

高自我效能。著名学者 Bandura 认为自我效能是察觉到自己能够达

到某种行为表现的判断并确信自己能够在困难情景中实行有效的

策略。[3] 自我效能让患者有尝试行动的动机，发展疾病治疗的方法

和促使患者进步。

社会工作介入精神康复疾病管理

马焕英

广东白云学院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人 51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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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精神康复者的自我疾病管理研究，西方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而我国现阶段对精

神康复疾病管理的研究主要是从医学病症的角度研究服药、预防复发以及精神病住院管理

模式等方面进行的，而对于通过提升患者自身的认知、情绪及自我效能等的方面促进患者

疾病管理这一角度研究，目前寥寥无几。自我健康管理是指个体针对每日的健康、角色和

情绪等方面进行管理，与服务提供者联系，学习疾病的判断、监测、干预以及制定相应的

康复计划。[4]Holman&Long 强调慢性疾病的管理能力，应包括认知控制、自我激励、自我参与、

对疾病变化的辨析能力以及管理康复计划的能力。[5] 患者疾病管理需要学习认知疾病复发

的症状，自我监测行为并设法调节行为，增加对疾病的掌控感以及发展应对问题的策略。

1976 年，英国在精神卫生服务白皮书提出了社会工作介入精神康复的价值、角色及

其重要性。专家和学者认为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的助人解困的职业，目的是帮助困难群体

应对逆境，依据个人需求运用专业的技巧方法提供服务。社会工作提倡关爱、尊重、同理、

接纳等服务理念，这与近半世纪以来专家们倡导以能力和需求为本的精神康复理念相近。

关于社会工作介入精神康复服务的可能性、重要性以及提供服务的类型，国内学者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社会工作者的服务理念强调赋权、理解、优势视角，这与精神康复疾病自我

管理当中关注积极正面的观念紧密相似。

1    社会工作者介入精神康复者疾病管理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以广州市 F 区精神病家属资源中心的 10 名精神康复者为研

究对象，考虑受访者的疾病类别、家庭状况、性别年龄、患病经历、社会阅历、社会工作

者（下称社工）介入服务时间的因素，务求使样本的选择更科学合理。

编号 性别 年龄 患病种类 家庭及社会适应情况

A1 阿俊 男 35 精神分裂
父母离异，与母亲同住，大专毕业后换过几份工作，与同事关系不和，人际

关系不佳，现失业状态。

A2 云 女 32 抑郁症 与父母同住。中专毕业后找工作不顺利，频繁跳槽，病发后多次住院。

A3 阿华 男 20 狂躁症
父亲去世，与母亲同住。大学期间经常与舍友发生冲突，后发现有狂躁症，

现闲赋在家。

A4 阿银 女 38 精神分裂
已婚，育有一子，曾辗转多次当过餐厅服务员，因不适应社会，目前去社区

康园站庇护就业。

A5 燕姨 女 56 抑郁症 与儿子同住，配偶 7 年前病逝后郁郁寡欢，终日闭门不外出，与儿媳不和。

A6 阿芬 女 50 抑郁症 父母离世，与大伯同住，无固定职业。

A7 阿强 男 50 精神分裂 母亲 78 岁，父亲患病，与父母同住， 9 年前与妻子离婚后精神病复发。

A8 阿建 男 21 抑郁症 与父母同住，大学休学，沉迷于游戏网络，终日不出门。

A9 阿乐 女 41 抑郁症 与丈夫同住，儿子 10 年前车祸死亡后，抑郁寡欢。

考虑到精神康复者的复杂性，社会工作介入服务过程的深入性，本研究对开展精神康

复服务的 6 位社会工作者亦做了详细访谈，这 6 位社会工作者刚好是上述接受访谈的精神

康复者的服务工作人员，表 2 是受访社工的资料。

称呼 性别 工作年限 服务对象

王社工 女 7 年 阿英

李社工 男 5 年 阿云、阿乐

陈社工 女 4 年 阿建、阿芬

马社工 男 7 年 阿强、燕姨

胡社工 女 6 年 阿俊、阿华

学者 Holman 等研究发现，患者通过管理疾病掌握自身的身体状态、治疗情况的变化，

学习应对疾病的方法，从而提高他们处理健康问题的能力与信心。[6] 疾病管理是患者为了

表 1  访谈服务对象情况一览表

表 2  访谈社工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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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应对疾病的无力感，通过对病情自我监控，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重拾希望的道路。

本研究 9 位受访者已接受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超过一年时间，笔者亦曾作为研究员参与观察

服务半年之久并目睹了社会工作辅导的过程以及受访者的变化成长。通过整理相关资料，

总结出受访者接受社会工作者介入其疾病管理的辅导过程有以下几点。

1.1  促进患者对病症的察觉与接纳

大多精神病患者对精神疾病有较深的偏见误解，被确诊疾病初期都拒绝承认自己有疾

病。精神病患者通常在发病期间对自己的行为不自知，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行，疾病稳定后

忘记自己病发时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对疾病难以释怀，慢慢变得孤僻封闭，不懂如何面对

他人，逐渐疏远亲朋好友，远离社交。精神康复者对疾病的忌讳与抗拒阻碍了他们的康复。

针对此问题，社工辅导的内容是促进患者对病症的察觉与接纳。社工与患者共同探讨疾病

的症状，诸如幻听、幻觉、抑郁、狂躁等问题的表现以及这些症状是如何影响自己的，身

边亲近的人对这些病症的反映和看法等，分享和讨论的目的是让精神康复者加深对病症的

认识并透过他人的反馈重新认识疾病，达到增加对病症的察觉。当精神康复者开始察觉自

己病症后，社工采用寻解治疗、叙事疗法等方法，重新建构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接纳疾病，

尝试与疾病共存。

 3 位受访者提到幻觉幻听让自己十分痛苦，总会想方设法地驱逐和抵触它，但却越努

力驱散越是挥之不去。社工运用外化的手段，把疾病与人分开，例如把病当作是身上的一

块石头，石头虽重却可以调整身体的力气慢慢适应背着它的感觉，适应疾病的存在并与它

共同生活。经过辅导，6 位受访者提到自己对疾病的抗拒减轻许多，开始学习放下，他们

慢慢开始接受自己患病事实，平静的心态反而让他们发病的次数减少。阿银在于社工面谈

之初表示，受社会大众对精神分裂的刻板印象，他对这种病充满恐惧与抗拒。经过社工辅

导之后，他表示自己尝试努力克制恐惧感接受治疗。阿华因为狂躁症发作曾拿锤子敲打邻

居墙壁，待病情稳定后，他对此感到羞耻与尴尬难堪，后经过社工提示，他认识到发病前

后的自己是不一样的，不必拿生病时的行为来评判自己。通过辅导，阿华增加了对疾病的

察觉与接纳。阿银由一开始抗拒幻觉，到现在尝试与社工探讨与疾病共存共生的方法。

1.2  增加患者对疾病的掌控感

精神疾病的行为和情绪出现异常，患者自控能力差容易对疾病出现失控感。提高精神

康复者的疾病掌控感可以使他们对自身疾病状况了然于心，进而发展调节能力，保持乐观

的心态应对疾病的障碍，更有信心为自身健康负责。社会增能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拥有潜

能和价值，精神康复者本身亦拥有应对疾病障碍的能力。社工工作应聚焦于患者的能力而

非缺陷，告知其权利、需求与责任，让康复者明白他们才是自己改变自己的媒介，环境与

无力感是可以改变的。

阿俊：“当我听到楼下有声音说让从３楼跳下去时，我会试着开音响听钢琴纯音乐不

理会那声音。”社工：“看来，你找到应对幻听的方法了，还有其他你觉得有用的成功的

方法对付幻听吗？”社工与精神康复者讨论疾病康复的历程，引导其回顾个人重要转变的

事件以及他们过去应对疾病的成功经验，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过去也曾有能力成功处理过疾

病障碍事件，从而增强其对疾病自控的信心和减少无能感。

1.3  提高患者接受治疗的意愿

许多精神康复者由于过去不愉快的就医经历而对康复治疗或多或少有些负面评价，有

人因为药物副作用而不愿意服药，有人因为医患关系不良而不愿去医院就医，有人觉得社

区精神康复中心辅导效果不佳而拒绝去社区康复。5 位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喜欢精神病院刻

板的医疗制度、冷漠的医护人员、空虚的住院生活。9 位受访者均表示精神药物副作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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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嗜睡、困乏、肥胖、口干等，他们曾擅自断药直到病发。7 位受访者表示社区精神康

复中心的服务不佳，表现为工作人员专业性不足，工作模式多采用行政命令式，康复活动

单调无趣等。针对精神康复者治疗意愿低的问题，社工主要开展以下工作：1）学习表达

病症以及与医生沟通的技巧，消除就医的疑虑；2）告诉精神康复者服药对稳定病情的作用，

提高他们服药的意愿；3）练习表达需要和感受的方法，向社区精神康复中心的工作人员

表达自己的需要；4）链接社区康复的资源如职业训练、社会功能培训等，让精神康复者

善用社区资源；5）及时鼓励，提高持续康复的动力；6）帮助精神康复者看到微小的进步

与改变，提升康复信心。

阿芬：“服药有很多副作用，我想停药。”社工：“这是服药的弊端，那服药有没益

处呢？是否有向医生反映调整药物？”阿乐：“社区精神康复中心不好，不想去了”社工：

“你上次参加了插花培训班，现在插花不错的，可以考虑去花店找份工作了，社区康复中

心是否还有对你有帮助的活动？”社工通过引导精神康复者用正面的眼光看待问题，理性

衡量问题的利弊，提升康复的意愿。

1.4  规划未来

对未来的规划使人的生活更有目标和动力，而有目标和动力的生活才更有乐趣。规划

未来，不仅促使人进行自我监督，还对人具有激励的作用。Lucksted 指出精神病障碍者建

立健康的行动计划可以帮助患者减缓病症的影响，维持更好的生活状态。专业人员应该帮

助精神康复者制定个别康复计划，安排日常生活、饮食出行以及各项工作等。健康的行动

计划是疾病管理的重要环节，能帮助精神康复者更好地应对困难障碍。[7] 社工帮助精神康

复者制定详细具体的生活目标，提升他们的责任感和主观能动性。9 位受访者表示社工的

辅导让他们对未来更清晰 : 阿云打算学习英语，将来有机会做翻译；阿健计划重拾动漫设

计的学习以便将来有用武之地；燕姨打算每天早上去爬山来跳下广场舞，发展兴趣爱好。

精神康复者通过规划未来充实和拓展自己，使生活更有规律。

1.5  制定全面的康复计划

萧真真认为服务方案能促使个人的行为改变提升疾病的康复。[8] 社工在开展服务制时

定全面的康复计划不仅能使工作更有目标，还能定期评估精神康复者的现状以调整计划。

除此以外，康复计划有助于提高精神康复者的责任意识使他们更有意愿与社工合作共同走

向康复。社工要从疾病、心理、发展能力等方面制定辅导策略并有效推进计划。笔者整理

社工的访谈资料，有效的康复计划如（表 3）。

序号 目 标 内  容

1 处理病症

1、告知患者疾病的病症

2、消除精神疾病的迷思

3、增加疾病的控制感

4、教导服药知识

2 心理层面辅导

1、协助情绪宣泄

2、讨论减压方式

3、提升生活动机

4、规划意义的生活

3 学习处理问题的技巧

1、教导解决问题的方法

2、应对各类干扰疾病的处理技巧

3、链接培训资源

4 康复的策略

1、设定个人的康复目标

2、规划个人的康复计划

3、发展疾病的预防计划

表 3  精神病人士的康复计划

马焕英：社会工作介入精神康复疾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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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讨论

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受访者通过社工的辅导后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及疾病的康复效果都

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当社工协助精神康复者控制疾病症状，消除精神疾病的迷思，促进

患者对病症的察觉和接纳，增强疾病掌控感，患者的治疗意愿，协助规划未来以及制定康

复计划等，精神病康复者能展现正向的康复历程。精神康复者通过自身的疾病管理过程，

主动承担责任发展应对疾病的策略，不断地调整方法，积极配合社工进行辅导以促进病情

的康复。社会工作介入精神康复者疾病管理能有效应对传统精神康复模式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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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Mental Rehabilitation Diseases

MA Huan-ying
(Faculty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51045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study the practice of social workers in 
community mental rehabilitation centers.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interviews with 7 mental rehabilitation workers and 6 social workers. It is found that when social 
workers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disease management of mental rehabilitation patients, 
promote their awareness and acceptance of the disease, increase their sense of control over the 
disease, improve their willingness to receive treatment, and help them plan their future and 
formulate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plans, mental rehabilitation patients can show positive 
rehabilitation effects. 

Key words: mental rehabilitation；social work；diseas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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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21 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公布 2019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

和审批结果的通知》，公布了 2019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广东白

云学院申报的“表演”本科专业获得教育部批准备案。

表演专业的成功获批，使我校的艺术教育又上新台阶。表演专业与学校现有的动画、

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艺术三个专业形成“戏剧与影视类”专业集群，为学校艺

术类本科专业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下一步我校相关教学部门将按照《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的相关要求，结

合社会经济发展对表演类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科学和严谨地设计人才培养方案，不断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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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白云学院表演专业获教育部审批

审批文件

（图文 / 教务处：刘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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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发布了《关于公示抗击新冠肺炎期间协会“提出开

展在线教育建议”和“征集教师在线教学培训资源”两项工作通报表扬名单的通知》，我

校外国语学院院长何高大教授作为“提出两个建议”起草与研讨专家及征集资源标准制定、

评审专家参与了“提出开展在线教育建议”和“征集教师在线教学培训资源”两项工作，

并受到表扬。

今年抗疫期间，为保证各级各类学校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目标，为广

大学校、教师的线上教学提供帮助，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协同学术委员会和各分支机构开展

了“提出开展在线教育建议”和“征集教师在线教学培训资源”两项工作，取得良好社会

反响。2 月 24 日至 3 月 12 日，我校外国语学院院长何高大教授克服疫情带来的工作和生

活不便，积极努力参与项目，义务奉献，结合实情提出在线教育的专业、创新、可行性建

议和意见，与专家团队群策群力高效率完成工作任务，指导基层教学工作，遴选出的 80

个教学平台、230 个综合资源等线上教学资源入选了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在“疫情防控期间

支持教师在线教学能力培训资源包（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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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高大院长积极参与中国教育技术协会           

“两项工作”获通报表扬

（图文 / 外国语学院：诸丽英）

何高大院长受到通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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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国高校共青团研究中心发布的新一期高校第二课堂大数据周报显示，在 4 月 27

日至 5 月 3 日期间样本高校的第二课堂数据中，广东白云学院进入了全国高校第二课堂活

动发布数量前 50 的名单。数据显示，我校第二课堂活动激活数为 16541，本期活动数为

307，累计活动评分为 4.25（满分为 5 分），排名第 17。

学校高度重视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建设，2018 年 12 月，校团委制定了“第

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方案（试行），全面推行“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并纳入学校

人才培养方案，从 2019 级学生正式开始实施。第二课堂活动覆盖思想提升、创新创业、

专业活动、文体活动、实践实习、志愿公益、技能特长和成长履历共八大类内容，以期全

面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

尽管当前处于疫情防控特殊时期，但学生参与第二课堂的积极性依然很高，云端线上

第二课堂活动精彩纷呈。如不一样的雷锋月、一样闪亮的雷锋心之“雷锋月”主题教育活动、

白云火热“七彩课堂”、唱响战疫青春赞歌之“抗疫防疫”专题教育活动等。根据 5 月 9

日上午第二课堂管理端页面最新数据显示，我校学生激活率达 98%，累计活动数为 667，

部落数量为 92，签到率达 96%，活动参与人数为 30407，活动综合评价平均分达 4.29。

 接下来校团委将继续扎实推进“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建设，积极探索“第二课堂

成绩单”的新规律、新实践、新做法，充分发挥第二课堂服务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人

才培养中心工作的积极作用，构建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紧密衔接、有机嵌入的人才培养模

式，切实助力学校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

我校进入全国高校第二课堂活动发布数量         

排名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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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期】高校第二课堂大数据周报（2020 年 4 月 27 日 -5 月 30 日）推文截图

（图文 / 校团委：王晓艳、熊彦辉、王永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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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4 日下午，广东白云学院在国际会议厅召开 2020 年春季学期创新创业工

作专题会议，部署开展防疫期间创新创业相关工作。校长黄大乾、副校长吴立平、程玮出

席会议，教务处、学生处、校团委、实践教学管理中心（校企合作办公室）、就业指导中

心、创新创业学院等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副校长程玮主持。

副校长程玮结合《广东白云学院 2020 年春季学期就业创业工作要点》，对创新创业

教育工作进行部署。一是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激发大学生的科研兴趣、创新

思维和创新意识，强化创新创业能力的训练，增强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和在创新基础上的

创业能力；二是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选拔优秀的项目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互

联网 +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学校要做好项目引导，加强学生与指导老师的交流，提高广

东白云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三是通过加强“创新创业教

育课程体系建设”与“校友创业案例库及创业导师库建设”打造出广东白云学院的创新创

业教育特色和成效，为申报 2020 年广东省创新创业教育示范校提供支撑。

副校长吴立平强调示范校申报工作的重要性，指出这项工作是检验高校办学质量、人

才培养水平、衡量高校社会声誉的重要依据，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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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大学的重要助推力。并对下阶段工作提出二点

要求：一是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将“创新创业教育示范校”申报工作纳入重点工作；二

是明确分工，密切合作，各部门根据分工积极配合佐证材料的收集，确保资料充实、真实、

准确。

随后，创新创业学院常务副院长赵霖就 2020 年春季学期防疫期间“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管理”“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组织及参赛”“创

新创业教育示范校申报准备工作”进行汇报，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就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

育工作进行交流发言。

校长黄大乾在会上作总结讲话。他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广东白云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取

得的明显进展和实际成效。并对下阶段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健全优化创新创业教育机

制，创新创业教育是全校性工作，各部门要积极配合、主动衔接，确保工作的一致性和协

调性；二是树立信心，凝练特色，深挖广东白云学院的创新创业教育丰硕成果；三是进一

步完善广东白云学院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

养全过程，做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结合；四是不断巩固和扩大

已有成果，在已有“机构到位”“人员到位”“场地到位”“经费到位”四到位的基础上

把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更好地做出效果、做出特色、做出影响。

广东白云学院创新创业工作专题会议提出：     

打造特色 争创“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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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4 日，广东白云学院在国际会议厅召开 2020 年春季学期就业工作专题会议，部

署防疫期间就业相关工作。校长黄大乾，副校长吴立平、程玮出席会议，教务处、学生处、

校团委、实践教学管理中心（校企合作办公室）、就业指导中心、创新创业学院等相关职

能处室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副校长程玮主持。

会议伊始，副校长程玮传达了教育部、人社部等部委疫情防控期间就业工作有关文件

精神，特别是对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

知》进行了解读。程玮根据广东白云学院实际情况，对广东白云学院 2020 年春季学期就

业工作进行整体部署并提出四点意见，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务

必把工作做细做实；二是要多元化做实毕业生就业服务；三是要多措并举提高就业率和就

业质量；四是要多渠道优化毕业生就业质量调查与反馈机制。

会上，就业指导中心赵霖主任对目前就业工作开展情况作了汇报。一是就业指导中心

在疫情防控期间，积极与各二级学院联系，发布工作指引，提升线上办理毕业生事务的效

率，力争提高毕业生对就业工作的满意度；二是就业指导中心将根据省大学生就业指导中

心的文件精神，结合广东白云学院“3+1”企业实践教学模式实际情况，协同学校相关职

能部门做好 2020 届毕业生的线上应聘活动组织、线上就业相关事务服务、就业信息上报

等相关工作；三是一如既往地做好往届毕业生相关工作。

与会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也在会上表明态度，将全力支持、配合就业指导中心做好

本年度的就业工作。教务处会从线上教学和学籍信息两方面做好就业指导教育和就业信息

对接等工作；学生处将从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和毕业生户籍管理等方面做好服务工作；实践

教学管理中心（校企合作办公室）将从拓宽 2021 届毕业生实习岗位和企业实践教学等入手，

做好岗位保障工作。

校长黄大乾在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他对广东白云学院就业工作提出二点要求：一是

要提高政治站位 , 增强责任意识 , 高度重视就业工作，要牢记党中央、国务院对就业工作

的要求，提高对就业工作的认识，把做好广东白云学院就业工作当作是在做好维护社会稳

定的民生工作来开展；二是在疫情防控期间，要细化对上级文件精神的解读，并在广泛收

集各学院所反馈的信息的基础上，做好应届毕业生求职状态摸底工作，充分掌握学生具体

信息，针对已经存在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制定防疫期间广东白云学院就业工作方案，做到就

业工作全覆盖，不留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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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3 日，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学会组织的 2020 年春季学期学生返校

工作方案交流会通过腾讯视频会议平台召开。会员单位的近 300 名高等院校教学管理负责

人通过视频积极讨论，共商学生返校工作事宜。我校副校长吴立平与教务处副处长吴良勇

参加了视频会议，吴立平副校长应邀作为 5 所高校代表之一作了交流发言。

吴立平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汇报了我校学生返校工作方案。宏观方面，我校

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健康第一、生命第一的原则，积极稳妥处理学生返校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确保学生健康与安全，确保学生返校平稳、有序。中观方面，我校积极落实省教育厅提出

的“四精准、六分、一独立、三全、五管”等疫情防控措施，董事会和校长办公会多次讨

论，做出了如下工作安排：1）确保毕业班学生如期毕业，为了确保安全，毕业设计（论文）

采用在线答辩，补考采用在线考核，尽可能减少学生返校人次；5 月 11 日后，将视疫情情况，

考虑安排学生返岗实习；2）初步计划三年级学生 5 月下旬分批返校，返校后主要进行实

践课程学习、落实实习岗位等事宜；3）一年级、二年级学生暂不返校，学校会适当调整

教学计划，并鼓励教师探索在线考试方式。微观方面，我校为了确保学生受教育权益，从

在线教学实际情况出发，协同教材供应商，给学生邮寄了教材，邮寄费用从学生发展经费

中列支。

吴立平的交流发言层次分明，措施具体，赢得了参会代表的认同和好评。会议认为，

按照一校一策的原则，每个学校的方案都有特色及其合理性，大家应互相借鉴，进一步完

善学生返校工作方案，切实做好学生返校工作。

吴立平副校长应邀在广东高校学生返校工作方案

交流会上作交流发言

（教务处：吴良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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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教务部门提前一个月开始精心准备，尽管老师们用了各种方法进行实战演练，但

真正到了开学的时候，对于在线教学，每个人心里还是有些“紧张感”。2 万多学生同时

在线上课，网络给不给力？习惯了课堂教学的学生，在没有老师目光注视的环境下，能否

自觉自律？学生只通过看视频、听慕课，学习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带着这些问题，新学期

第一天，我们在二级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中寻找着答案。

1     教务处：超长寒假结束，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涨

“学生们上课的热情非常高。我早上 7 点 25 分发布签到消息后，有学生 7 点 32 分就

到课签到，超过 90% 的学生在 8：25 签到完毕，这在线下教学中是不多见的。”大数据

学院教师邱明辉这样说。“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们提了不少问题，除了与教学内容有关的问

题外，还关心如何提交作业，如何开展讨论，能否自主安排时间浏览视频以及网络课程的

平时成绩如何考核等问题。”

而外国语学院一位教师告诉记者，她早上六点半开通签到系统后，就有学生开始在网

上签到了。

“由于担心系统会不会崩溃，便一大早起来做准备。上课前四十分钟就发布了签到信

息，没想到，学生速度非常快，到上课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全部学生在超星系统的签到

任务。一下子感受到了学生的热情，自己热情也开始高涨起来。” 工商管理学院李春杰

老师这样描述他的心情。

来自教务处的一项统计显示：3 月 2 日上午， 15 个课程归属部门开出 214 门课程，

409 个教学班，302 位任课教师授课，上课学生达到 21335 人次。

“3 月 1 号我们就组织二级学院学生开始上网注册，进行演练。3 月 2 号上午，网络

虽然有短时间的卡顿，但老师们用多平台的办法把网络堵塞的问题解决了。”教务处副处

长杨宝丽介绍说。

“尽管后台数据还没有精准统计出，但根据老师们提供的情况看，学生到课率应该在

95% 以上。”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副主任张忠海告诉记者。“从开学第一天情况看，在线

教学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学生学习积极性较高，面对超长寒假，大部分人都希望复工复

学，学生也不例外；二是师生互动比较好，大部分老师都设计了互动环节，有的互动还很

有深度，如马克思主义学院上课时的互动显示，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很深；三是教师准

备很充分，他们用了各种方法保证了在线教学的顺利进行。”

2    老师：“主播”不好当，提前半个月开始作准备

“这次疫情让我们体验了一把‘网红主播’的感觉”，外国语学院的罗丽萍老师这样说。

不过这个“主播”可不好当。为了确保网课顺利开展，她首先购置了一台处理器够快

的笔记本电脑；解决了设备问题，她马不停蹄疯狂地填完了工作群里名目繁杂的表格，准

备好 4 门网课的教学资料；离开课还剩一周，她反复熟悉超星平台，消除网课技术焦虑。

“云上课”首日：广东白云学院教师准备充分 

学生参与积极 领导靠前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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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超星上课卡顿，她还在上课前为每个班建好了 QQ 群作为应急预案，并事先摸索

了腾讯课堂的直播模式。

“第一次全线上教学，学生和老师都在适应，为了确保教学质量，准备课件、引入合

适慕课资源、绘制章节小结流程图、加入主题讨论等，老师真正成为学生学习资源和学习

环境的提供者以及学习的帮助者。”机电工程学院张秀妹老师如此感叹。

理论课好说，体育课如何搞在线教学？教育与体育学院体育系李晓忠老师的做法是：

“上课的时候，我们采取多种展示手段，让同学们对体质测量项目有清晰的理解，并且通

过录制的视频向学生展示训练方法，布置的作业，也是有理论作业，有锻炼作业，让学习

通和微信群的功能进行互补。特别是前期录制的视频推文很受学生欢迎。”

服务器拥堵是在线教学的常见难题，社会管理学院应用心理系的胡志伟老师向记者分

享了他的小妙招——提前准备熟悉一些常见的直播平台作为候补方案。

面对同样的问题，老师们各显神通……艺术设计学院陈华钢院长、会计学院的马丽莹

院长早上采用“超星上传讲课资料 + 腾讯会议讲课”的方式进行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应用经济学院的老师们积极应变，采用超星学习通、腾讯会议、QQ 群、微信群、雨课堂、

蓝墨云班课等各类教学辅助软件与学生互动，巧妙化解了超星网络拥堵问题。会计学院会

计系黄婉霞主任采用备选平台“腾讯会议”进行授课，老师在会议室中采用共享屏幕的方式，

一边演示 PPT，一边讲解，学生可在会议室聊天功能中，回应老师的提问，参与课堂讨论，

师生交流十分畅顺；会计系李振选老师还根据自己的教学体会总结出了“在线授课六步法”。

3    学生：网课的优势是“回看”  挑战是“自律”

“云上课”让曾经同在一间教室教学的老师同学们变成了隔空相见，曾经的“面对面”

变成了“屏对屏”。

艺术学院刘俊业同学这样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阻挡了我们返校的步伐，却没有办

法阻止我们学习的热情。我们每个人都密切关注老师所发的信息，并在超星学习通以及腾

讯会议等学习 app 上和老师一起讨论问题，我们的目标是根据课程掌握基础知识，紧跟教

学进度，在家自主完成学习计划，做到停课不停学。”

教育与体育学院梁喆同学认为，网络课程中，网络是一种形式，而课程才是重点。他

分析了网课学习的几大优点：一是足够安全有效，网课能让学生在疫期能够足不出户地学

习知识；二是网课可以录屏，不懂的地方可以回放视频反复琢磨，再和老师交流沟通。他

说，“这是个信息化的时代，如果想要有效的学习获得更多的知识，不仅是依靠老师，更

重要是学生的自觉学习。”

网络学习也有不便之处。“平台所载的用户多的情况下容易崩塌，有些实践性的课程

难以开展，在课程进行过程中少了与老师的互动，甚至有些同学觉得自己一个人看视频会

犯困”，建筑工程学院的吴淑铮这样分析，她同时表示，这些困难“挑战”着学生的自觉

性和意志力。

“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学习，如果没有很好的课前预习，课上

要跟上老师的节奏会比较吃力，这对我们学习的自主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电气与信息

工程学院陈泓帆同学这样说。

4    课堂：师生互动热烈，学习氛围良好

3 月 2 日的超星平台大数据显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分别在上下午时间段排名第一。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郭华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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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李  媛、曾  进）

超星平台目前顺畅，课堂上师生讨论互动热烈并且有一定深度。通过在线调查 17 级和 18

级部分学生，学生整体认可和接受这种网络在线教学方式，具有一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这与学校领导对马克思主义学院精心指导密切相关，与全体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精心备课，

积极参与网络课程建设密切相关，也与兄弟学院的领导老师大力支持密切相关。

19 级英语 15 班的纪可薇对今天的网课内容点赞。今天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网课上，

三个班 121 名同学全部准时到课，无一人迟到。“在邢增銮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仔细阅读教

学文件和学习指南，认真观看教学视频，积极参与课堂互动与讨论，课堂气氛活跃，线上

课堂一点不逊线下课堂，下课了同学们久久不肯下线，一致表示哪怕不眠不休也要学完所

有内容，有些同学甚至表示一定要“二刷”和“三刷”，充分发挥网课的优势。”她向学

校领导的周密安排和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的精心准备表示感谢，也表示她们一定不负韶华，

认真学习。

国际学院 2019 金融学中外班杨舒涵同学说，“英语课属于互动程度较高的课程，光

看视频无法达成有效的学习目的，因此老师开启了会议的教学模式，互动率大大提高，基

本还原了在课室里上课的氛围。”

5    校领导：老师要变成“教学组织者和学习引导者”

学校董事会和党政班子高度重视网络教学工作，谢可滔董事长亲自召集会议，参与制

订和审核在线教学方案。校长黄大乾度过了一个繁忙的寒假，他花费时间最多的，是和教

务部门及各二级学院在线上讨论《在线教学方案》，从教学平台选择，到教师业务培训，

从学生情况的排查，到应急预案的制订，黄大乾校长多次与一线老师们一起商量对策。开

学第一天，他最为担心的，是网络拥堵问题，3 月 2 日一大早，他就开始与教务、学生、

教育技术部门密切沟通，寻问网络情况，叮嘱注意事项，当天上午，当应用经济学院副院

长刘明飞报告了老师 采用多平台多方式开课情况后，他充分肯定了教师的应变能力，鼓

励教师多想办法，他还敦促教务处、教育技术中心及时总结经验，尽快完善网络教学工作。

副校长吴立平是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她说，对于在线教学，自己也是“学生”，

这一个月来也是在边学边干中度过的。她告诉记者，尽管前期制订了《广东白云学院

2020 年春季学期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工作方案》，并进行了广泛宣传和解读，还分别

制订了老师版、学生版“答疑手册”，教育技术中心也十分给力，解决了许多技术上的难

题。但真要开学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不过，从开学第一天的实际情况看，效果超

出了自己的预期，主要体现在，老师思想上很重视，准备较充分，应对网络拥堵都有预案；

学生积极性也很高，互动情况良好。吴立平说，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危机，把学校教学从

线下“逼”到了线上，但它客观上成为学校教学手段和方式变革的强大“外力”，推动了

学校教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广东白云学院将化“危”为“机”，变挑战为

机遇，深入研究在线教学的规律、特点和方法，进一步研究完善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

管理办法；即便在正常开学以后，也要加大“混合式”教学改革力度，推动教学手段的变

革和创新，不断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从而不断提高学生学习效果。谈到“云上课”，

她还希望广大教师进一步坚定“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尽快转变观念，实现由知识传授者向教学组织者及学生学习的引导

者、督促者、监督者转变！

新冠疫情下的这次在线教学，固然是“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指导思想下的必然

之举，而它实际推动的，却是一次以信息技术为手段的教学方式的变革，是“以学生为中

心”教育教学理念的普遍、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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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在线教学开始以来，广东白云学院结合疫情防控实践致力于推动“思政育人”

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将思政教学元素融入专业课程之中，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

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针对如何搞好“课程思政”，学校党委提出，学校所有课程都具有传授知识培养能力

及思想政治教育双重功能，承载着培养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作用。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要有意、有机、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体现在教学的顶层设计上要把

人的思想政治培养作为课程教学的目标放在首位，并与专业发展教育相结合，在“润物细

无声”的知识学习中融入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指引。

在线教学开始后，老师们将“课程思政”的内容巧妙地渗透进教学中。例如，覆盖全

校 18 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应用文写作》的教学，开学第一周的授课内容正好是校园传

媒写作，教师就采用疫情期间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作为教学案例，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解

剖，一则让学生掌握“消息”的“倒金字塔结构”写作结构，二则让学生明确社会主义国

家的新闻宣传要坚持“正面宣传”和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同时还能让他

们体会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学以致用，课后布置的作业是：按照“消息”的“倒

金字塔结构”，写一则消息，报道在疫情期间，发生在你家乡或你身边的暖人瞬间，要求

真题真做。《创意写作》的选修课，教师围绕教学内容“从基础写作到创意写作”，设计

的话题写作是《我在战“役”中成长》，要求学生写出在疫情期间的所见所感所想；体育

教研室教师团队，则从“如何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入手，制作了一系列居家运动的视频练

习推文，要求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加强体能锻炼，技能学习、心理调适等内容，利用速课、

直播、腾讯视频等教学手段，将“抗疫的体质训练方法”引进公共体育和休闲体育的线上

课堂，让学生明确，练就健康过硬的体质也是为“抗疫”做贡献。

“这是一个独特新颖、贴近实际、十分暖心的写作课，在这次课程中，我们收获的不

仅是写作技巧，还有作为新时代大学生的担当。”许多同学这样评介这次《应用文写作》

课。而学习体育知识的同学们则表示，原以为特殊时期体育课会停了，没有想到有这么丰

富的内容，还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服务社会。同学们按照老师的要求，纷纷拍摄视频，一方

面作为作业交给老师，一方面上传到朋友圈中，帮助更多的人居家锻炼。

广东白云学院网上专业课成为“课程思政”     

的生动课堂

（通讯员：曾  进、张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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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广东省本科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指导委员会面向全省本科高校发起了关

于开展疫情阶段在线教学优秀案例征集活动，本次评选活动中，全省各个高校争相投稿，

学校各教学相关部门也广泛发动教师积极参与并投稿，高度凝练疫情期间在线教学过程中

的亮点和特色。

截至 2 月 29 日，全省共有 39 所高校提交了 312 份案例，经专家组评审，评出优秀案

例 119 份，其中高校类、学院及专业类案例 15 项，教师或课程类案例 104 项。广东白云

学院的三类案例（高校类、学院或专业类、教师或课程类）均取得优秀成绩；教务处提交

的《广东白云学院 2020 年春季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工作方案和质量监控方案》荣获“疫

情阶段省在线教学高校类优秀案例”，马克思主义学院提交的《疫情防控期间基于现代信

息化的在线思政课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探索》荣获“疫情阶段省在线教学学院或专业类优

秀案例”，建筑工程学院方玲老师提交的《建筑制图与 CAD》荣获“疫情阶段省在线教

学课程类优秀案例”。

本次评选中，全省申报获奖的高校类只有 7 项获奖，学院或专业类只有 8 项获奖，白

云学院各获得一项，且民办高校只此一家。

广东白云学院三个案例被评为广东省疫情阶段 

在线教学优秀案例

（通讯员：刘  佳、曾  进）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JRUAT   2020-6-25    第 27 卷第 1 期



45

2020 年 2 月 18 日，团省委下发了《关于公布 2020 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大

学生科技创新培育）立项项目及下拨专项资金的通知》，我校共有 13 个项目获得省级立项，

立项数量创历史新高，获得资助金额 26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学院袁富贵老师指导的《薄

壁轻钢装配式住宅在地震作用下节点选型破坏机理的研究》被立项为重点项目，实现我校

近年来重点项目零的突破。

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攀登计划专项）是广东省政府每年从财政经费预算中

划拨专门用于培育提升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专项资金，项目通过培育、孵化、竞赛、

提升等形式，鼓励大学生参与到科技创新中。我校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

培养，依托“第二课堂成绩单”管理系统，构建起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紧密衔接、有机嵌

入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第二课堂项目训练和科技创新节平台搭建，营造全校科技创新良

好氛围，不断激发广大学生的专创意识；通过畅通科技创新项目培育研究、项目实战竞赛、

成果展示和转化等渠道，较好推动项目深入开展，提升学生科技创新竞争力。

过去五年，我校共立项省级攀登计划项目 45 个，获得省级财政拨款 47 万；过去五年

通过项目培育，以学生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133 篇，获批专利 23 项。

广东白云学院 13 个项目荣登“攀登计划”      

立项数量创历史新高

广东省攀登计划专项资金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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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攀登计划专项资金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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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13 日，广东省教育厅公布《2019 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

广东白云学院喜获 2 项一等奖、2 项二等奖，是荣获省级教学成果奖最多的民办本科高校。

此次公布的教育教学成果奖项中，高等教育类共有 225 个项目获奖，其中特等奖 5 项，

一等奖 100 项，二等奖 120 项。能够囊括 4 项大奖，这是学校在荣获 2017 年广东省教学

成果奖高等教育类一等奖的基础上，再度取得的辉煌成绩。

本届评选，校长黄大乾、发展规划处副处长饶丽娟参与的《研教相长，标准引领——

本科院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协同研究与实践》和副校长吴立平参与的《开放、协同、

互通、合作，促进省域地方高校本科教学协同发展的探索与实践》荣获一等奖；校长黄大

乾、党委书记刘剑锋牵头申报的《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教学范式

研究与实践》和艺术设计学院院长陈华钢、副院长成骏牵头申报的《应用型本科设计类专

业“三方融通，五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实践》荣获二等奖（下图所示）。

在公布的名单中，广东白云学院是唯一一所荣获 4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的民办本科高

校。办学 30 年来，广东白云学院始终秉持“需求导向、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践行“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以国际化战略为引领，以信息化战略为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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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东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和应用型技术开发与研究人才，努力将学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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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于

2003~2014 年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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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成为全国首批“应用科技大学改革试点战略研究院校”，并成为中国应用

技术大学联盟发起和理事单位。2014 年成为全国新建本科院校联盟副理事长单位。2016

年列入首批“广东省普通本科转型试点高校”。2017 年学校的校企协同育人“3+1”人才

培养模式荣获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广东白云学院喜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 

二等奖 2 项，创全省民办本科高校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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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从《关于广东省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研究会 2019 年党建研究课题立项的通知》

中获悉，我校有 5 位党务干部和老师申请的课题获得广东省高校党建研究会 2019 年党建

研究课题立项。

获立项的课题包括党委书记刘剑锋的《民办高校执行 <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 ( 试

行 )> 的经验、问题、难点和对策 ——广东四所民办高校的实践经验》、党委组织部副部

长李建华的《“学习强国”平台在高校党校教育培训中的应用研究：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例》、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桑立群的《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互动机制

研究》、建筑工程学院总支书记李淑敏的《“学习强国”平台在高校党建工作创新中的应

用研究》和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何晶梁的《高校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实践研

究》。

2019 年 7 月，广东省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研究会开展了课题申报工作，我校基层党组

织和党务干部积极申报，校党委组织部按要求上报了 8 项课题，其中有 5 项获准立项，学

校党委将为每个立项的课题提供一定的研究经费保障。近年来，学校党委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为抓手，以党建课题为载体，引导基层党组织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抓党建，通过实践探索我

校党的建设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促进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广东白云学院五项党建课题获省级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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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学生处：赵晓晗、杨林芳）

前不久，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公布关于 2020 年省级青春健康项目点的立项结果，我

校申报的《FLY ME ！——“为爱防艾，爱在白云”大学生青春健康教育项目》获得立项

并得到项目经费支持 12000 元。

我校青春健康教育工作自 2014 年开始在全校内推行，以思政教育、青春健康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等多层面展开，通过参与式同伴教育培训、性与生殖健康大型千人讲座、特

殊节日主题宣传活动、社区青少年性教育情况社会调查等形式广泛传播青春健康教育知识。

此次项目的成功申报，不仅是对我校青春健康教育工作的认可，也将继续推动我校青

春健康工作一路前行。我校将继续总结以往的工作经验，同时结合我校大学生身心健康的

实际情况，普及性与生殖教育知识，完善青春健康教育特色活动，结合当下、开拓创新，

推动我校青春健康教育工作迈向新的台阶。

“为爱防艾、爱在白云”健康教育项目            

获省级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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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广州市科创委公布 2020 年度应用基础研究专题一般项目立项结果，广东白

云学院在此次项目立项评审中共有一个项目获准立项，资助额度达 20 万元。立项项目为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柳革命博士的《基于地磁差分测量技术的路边车位车辆智能检测系统

研究》，这是广东白云学院继前年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柳贵东博士首次获取立项以

来，在市科创委应用基础研究专题的再一次立项，是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近几年来不断组

织教师进行科研项目攻关的重要成果。

《基于地磁差分测量技术的路边车位车辆智能检测系统研究》是基于我国目前停车位

紧张、现有停车位检测系统不稳定、效率低等问题而展开的一项科技攻关项目，是广东白

云学院推进校企合作、服务社会的一大突破。

继前年学校在广州市科创委应用基础研究专题立项实现零的突破之后，本次立项也力

证广东白云学院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再一次得到市科创委的肯定和认可。本项目的成功

立项，是广东白云学院加强应用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学校将切实加强专业建设管理，

组织好项目的实施、经费使用及进展情况的督导检查，确保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广东白云学院又一课题

喜获广州市科创委项目立项

（图文 /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刘海云）
立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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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4 日，省高校党建研

究会民办院校分会 2020 年第一次秘书长

单位会议在广东白云学院北校区召开。

会议主要围绕研究会民办院校分会 2020

年工作要点和加强广东省民办高校党政

领导班子建设工作进行了研讨。省委教

育工委组织处处长廖荣辉、广东白云学

院党委书记刘剑锋、广东白云学院校长

黄大乾出席并讲话，省教育厅组织处及

12 所秘书长单位有关领导出席会议。会

议由广东白云学院党委副书记兼督导专员、省高校党建研究会民办院校分会副秘书长易钢

主持。

广东白云学院校长黄大乾在会上代表广东白云学院对各位领导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并简要介绍了广东白云学院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发展蓝图，希望大家多多交流，为广东白云

学院的发展给予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共同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献计献策。

会上，易钢就 2020 年广东省高校党建研究会民办院校分会工作计划作说明。与会代

表就研究会党建课题申报、年会论文、党支部书记技能大赛、“微党课”比赛、党务干部

培训等事宜进行讨论。同时，与会代表就民办高校党建工作特别是如何加强广东省民办高

校党政领导班子建设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廖荣辉在讲话中肯定了这次会议的成果，认为大家开展了很好的工作交流，充分讨论

了相关文件特别是对如何加强民办高校党政班子建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对

研究会今年的工作安排达成了共识。各秘书长单位积极主动承担工作任务，民办高校党建

工作一定会做得越来越好。廖荣辉对 2020 年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贯彻落实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任务，要落实不忘初心主题教育活动整改任务，确保软弱涣散支部整顿到位，并

建立工作长效机制；二要落实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任务，加强理论武装，要加强党校

教育，加强干部培训，提高党务干部素质，特别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主动适应新形势，

克服困难，争取以创新的方式开辟广东省民办高校党建新局面；三要抓紧谋划三年行动计

划，民办高校党建三年计划怎么提，有什么具体要求，需要早思考，要提高政治站位，总

结经验，探索民办院校党的领导体制，加快制定民办高校党委参与决策的具体规则。

刘剑锋在讲话中表示，在省委教育工委组织处的领导和关怀下，研究会做了一定工作，

廖荣辉同志特别提到我们秘书长单位是民办高校党建工作的第一梯队，责任重大。在新的

一年，一定要按照组织处的要求，认真落实工作计划，同兄弟院校一道努力做好 2020 年

民办院校分会各项工作，同时感谢各兄弟院校特别是秘书长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新的

一年里，我们要努力做好服务工作，使研究会的工作在促进广东民办高校党建发展方面作

出新的积极贡献！

广东省高校党建研究会民办院校分会秘书长单位

会议在广东白云学院召开

会议现场

（图文 / 学生处：陈何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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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落实教育部、省教育厅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文件要求，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

+ 网络工作群”相结合的形式，在线开展思想政治主题教育、网络主题班会和网络“抗疫”

文创活动等，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开学以来广东白云学院充分把握教育契机，将日常思

政教育与“抗疫”特殊时期的教育紧密结合，构筑网络思政教育堡垒，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学校网络思政教育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思想道德类教育，主要围绕爱国主义教育、

社会责任感教育、规则教育、法律意识与网络道德教育等内容开展主题教育；第二类生命

安全健康类教育，主要围绕生命教育、爱与感恩教育、抗疫情绪管理与抗压能力提升等内

容开展主题教育；第三类网络学习管理与学习能力提升类教育，主要围绕网络学习管理、

网络学习方法，自主学习能力与学习效率提升等内容开展主题教育；第四类时政新闻与“抗

疫”防护类教育，主要围绕时事热点、勇敢与奋斗的青春、“抗疫”防护知识等内容开展

主题教育。广大学生积极参加网络思政教育，取得了较好成效。

在本次思政教育中，各学院“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结合学院工作和学

生特点，认真落实开展网络思政教育工作，如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通过线上线下齐步走，

推出“大学生讲习堂”专题教育系列活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

强大力量；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积极开展线上微创新、微宣传、微辟谣、微服务、微交流、

微管理“六微”新模式，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和成长服务；会计学院通过“云端思政”，加

强网络平台互动和主题研讨，强化学生的爱国意识、责任意识与感恩意识；社会与公共管

理学院开展“联心抗疫”，将学院专业教育和抗疫防疫相结合，引导学生理性面对疫情，

用青春的朝气驱散病毒肆虐的阴霾；教育与体育学院推出“文传学子 共同抗疫”课程体

系开展思政教育，通过战“疫”原创童谣创编，做好抗疫宣传，讲好抗疫故事；艺术设计

学院以爱国主义为核心，通过以“爱国三问”为导引，对全体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战疫，

书写中华民族精神新篇章”的网络思政教育，培养大学生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热情；应用

广东白云学院：

网络思政“云”助力，同心战“疫”勇担当

学院围绕疫情防控开展网络主题班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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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积极做好思政教育“云服务”，做到 3 个“统一”，不断完善教育内容、改进教

育方法、创新教育载体，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引导和价值引领；建筑工程学院通过腾讯“云”

开课，易班“云”思考，讲述抗疫一线工作者的故事，激励同学们奋发向上，做有责任有

担当的合格大学生；外国语学院通过书法、手工 、绘画 、朗诵等方式以艺抗“疫”，传

递抗“疫”正能量。

各学院从不同角度切入，结合疫情防控现实情况，启发学生深入思考，为特殊环境下

青年学生思政教育注入抗疫力量，激励学生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广东白云学院：网络思政“云”助力，同心战“疫”勇担当

学院开展“联心抗疫”网络思政教育

学院围绕战“疫”中的责任与担当开展网络思政教育

学院围绕“以案破谣”开展网络思政教育 学院通过腾讯“云”开课，易班“云”思考开展网络

思政教

学院开展“文传学子 共同抗疫”网络思政教育

（文 / 团委：段 立、各二级学院 图 / 各二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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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心理防护与危机干预工作，充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师资、班

团、网络等优势，积极引导学校师生和社会大众做好心理防护，共克时艰。我校心理健康

中心在疫情期间成立了抗疫心理援助团队，搭建了“广东白云学院网络心理支持和互动平

台”，通过网络为身处全国各地的学生提供远程心理援助服务。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

腾讯会议围绕生命教育、爱与感恩教育、抗疫情绪管理与抗压能力提升等内容开展主题教

育，为学生提供心理疏导和心理支持服务。

为了缓解疫情带来的焦虑和长期居家生活带来的不良情绪，心理健康中心多方位组织

远程心理健康活动，包括组织心理漫画大赛，让学生用艺术化手法表达特殊时期的情绪；

组织在家 21 天打卡活动，鼓励引导学生规律作息，坚持养成好习惯；组织 vlog 短视频活动，

让学生在单调的居家生活中发掘生活中的闪光点，寻找给予自己正能量的资源。

各二级学院也根据专业特点和学生兴趣开展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如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开展集中的生命教育主题班会，通过危机的发生让人们充分认识生

命的内涵，学会积极面对疫情，打造阳光心态；工商管理学院开展全方位心理排查和追踪，

通过“心理晴雨表”，以便及时掌握学生心理健康动态；会计学院巧用各种网络平台让学

生“自说自话”，创造互动的机会，让学生身心健康的呵护不会因疫情而暂停；艺术设计

学院结合专业特点，积极发动学生结合所学给予疫情期间的一线抗疫者精神鼓舞以及传递

人文关怀；教育与体育学院利用网络新媒体开展征文、朗诵、绘画等“云”上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利用网络将大学生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度难关；国际学院时刻关注境内外学生心

理动向，利用网络平台组织主题讨论，让学生畅谈如何在长假做有意义的事情，从而找到

学生的“心理晴雨表”

广东白云学院：

线上传送暖心力量，铸就抗疫“心理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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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价值；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鼓励社会工作和应用心理学学生发挥专业特长，开启心

理咨询服务，当好“心理服务贴心人”等等。

学校心理健康中心在疫情的特殊时期，正在尽一切可能为学生提供心理支持，稳定学

生的身心状态，铸就抗疫工作的心理防线，为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为和谐校园建设助力。

学院用网络平台让学生“自说自话”，开展线上一对一心理辅导

学院在线开展生命教育主题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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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林 川、各二级学院 图 / 各二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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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创作心理漫画作品 学生原创心理漫画作品

“宅家 21 天打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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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广东白云学院认真落实在线教学期间的总体安排，通过“新媒体平台 + 网

络工作群”相结合的形式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在线开展思想政治主题教育、网络

主题班会和网络“抗疫”文创活动等，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强化学生思想价值引领。

自 3 月 2 日开学以来，各二级学院认真按照学校的安排落实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辅导员每周开展不少于一次的线上思想政治主题教育课程，每周开展不少于三次的线上主

题班会教育。充分利用各类新媒体平台和网络工作群，结合时事热点事件、学院实际特点

和工作安排，大力开展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辅导员通过开展线上主题班会，对学

生反馈的学业学习困难、心理困惑、返校时间等各种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同时充分发

挥学生班干部、学生党员和朋辈心理的力量，及时收集学生的问题并给予回复，准确掌握

学生的思想动态，教育和引导学生在疫情期间克服困难、服从大局、服从安排，争取早日

取得战“疫”胜利。

学校“白云学工”微信平台和易班网也及时宣传报道师生在抗疫中涌现出的先进事迹

和跟学生学习有关的相关通知，如开展综合测评工作、学生资助工作、学生医保报销工作，

图书馆开展文献传递服务的通知等。其中，易班设计并推出了针对疫情的主题班会轻应用，

内容包括生命教育、法律意识教育、社会责任感教育、感恩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为战

胜疫情，坚定大家的信心，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引导。

在“抗疫”的特殊时期，学生工作线全体人员紧紧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抓好疫情防

控中的思想教育契机，积极引导学生停课不停学、认真做好学习的规划，养成自律好学的

学习习惯，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争取在家也能上好每一堂课。

广东白云学院疫情期间紧抓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不松懈

（通讯员：马海停、曾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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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是著名的“雷锋月”，可今年的三月也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在共青团广东白

云学院委员会与各二级学院的共同组织下，2020 年广东白云学院雷锋月系列活动显得有

些“特别”。

防控宅家也不能忘记雷锋精神，本次雷锋月的活动有“雷锋月”网络知识竞赛、雷锋

微文比赛和“新时代雷锋精神”微图比赛。各个学院学生都以笔为戈，以纸为戎，在线上

积极主动参与活动，为弘扬雷锋精神尽自己一份力。

在雷锋微文比赛中，许多学生都结合实时疫情来号召学习雷锋好榜样，表达着对祖国

的祝福之情。19 级学前教育 3 班俞均兰表示，许多 80 后，90 后，00 后，义无反顾的在

前线冲锋，还有外卖小哥、执勤民警、社区大妈、门卫大爷，志愿者、公益者，普通百

姓等奉献力量，守卫家园，带给万家爱与希望，这正是传承与弘扬雷锋孺子牛的精神。19

级物流管理 1 班林漫珍真切感受到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

句话的含义，这正是无数党员干部、白衣天使的真实写照，他们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带动

着志愿大军主动担当、无私奉献。18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班欧阳美琪则表达了自己的

祝福，雷锋精神让疫情的黑夜中充满了希望，她祝愿雷锋精神在中国社会继续开花，永放

光芒。

在“新时代雷锋精神”微图比赛中，19 级服装与服饰 1 班黄吟的作品以红色为背景色，

医生为主体，拿着针管追赶病毒的医生，还有坚定等词表达了打败疫情的坚定信念以及我

们对胜利的期待。医生的头罩以繁花的形式表达，寓意着中国繁花似锦的未来，中国终将

白云学子激情表达：

不一样的“雷锋月” 一样闪亮的雷锋心

学生们积极参与网络知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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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党委宣传部：李 媛 图 / 团委）

通过不懈的努力，破茧成蝶，战胜疫情。19 级服装与服饰 1 班陈燕玲用作品歌颂了每一

个前线的医务人员，致敬这些勇敢的逆行者们战胜病毒，平安归来。她说，医务人员用生

命履行着自己的医学信仰，他们无私奉献，

迎难而上，不计报酬、无论生死，这些品质

都在发扬着雷锋精神。19 级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 2 班邹晓燕表示，雷锋将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浪潮中去，医护

人员践行着“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消防人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警卫时刻守护国家，保障人民安全，

清洁人员在平凡的事情中创造不平凡的价

值。大学生应该多多学习，弘扬雷锋精神，

争当时代楷模！

秉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组委

会成员以及专业老师的评选，共筛选出优秀

作品：雷锋微文比赛 20 份，“新时代雷锋

精神”微图比赛 20 份。在这个不一样的“雷

锋月”，一样闪亮的是大家从未忘却的雷锋

心。

白云学子激情表达：不一样的“雷锋月” 一样闪亮的雷锋心

学生陈燕玲作品“中国加油！”

学生黄吟作品“最美逆行者” 学生邹晓燕作品“战疫中的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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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为更好的端正学生的入党动机，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做好学生的思想引领工作，广东白云学院教育与体学院党总支于 3 月上旬依托 “学习强国”

和“易班”等思政平台组织学生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初级党课培训。

学院党总支依托“学习强国”组织学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

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学习疫情的防控知识和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的抗“疫”战士们的先

进事迹，提升学生的国家意识和为人民服务的的历史意义和实践精神。为提升学生的学习

热情，党总支每天都精选一篇习总书记的防疫工作报道、一例疫情防控事迹，一个与专业

相关的学习论述推送给学生，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获得感。

同时、学院党总支还依托省高校“易班”平台创建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初级

党课课群，把初级党课学习纳入学院的思政体系。从 “学习强国”和学校党委引入了《中

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党务工作讲解、《党章公开课》党章学习、《领航铸魂立德

树人》学校党建介绍等系列课程，增强学生对党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学习和学校党建工作的

了解，增强了学生的党建意识和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理论依据。

学院共有 118 名学生参与了党课学习，并在党总支发布的《致入党同学的一封信》下

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阐述自己的入党原因和学习心得。初级党课学员邓宇江认为：父亲

和身边的那些党员就是他眼中的善良人，这次假期他去义务采摘青椒支援武汉就是在父亲

的影响下完成的。他认为中国就是因为有无数个这么善良的人，所以才创造出许许多多的

中国奇迹。他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名党员，在某一天当国家需要的时候，能够自豪的说

出：我是共产党员，所以我先上。

初级党课学员郑纯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希望党组织来领导我，帮

我指引前进的方向，让我能够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价值。我也愿意用自己的

行动来接受党对我的考验，以身边优秀党员为榜样，努力克服自己的不足，为社会做贡献。

学员张琳同学认为，我已深刻的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团员的荣耀并付出自己的努力，我

父亲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仍坚持入党，并且顺利入党，这件事给我的感触很大。处于新时代

的我们身上肩负着实现伟大中国梦的责任，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我已到了入党的年龄，我

迫切的希望我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像父亲学习，让自己在国家建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负韶华。

学员林美君同学认为，出生在农村的我深刻的感受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变得越

来越好，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所以我也想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更好的投入祖国建设。

我深知现在的我仍有许多不足，但我会端正态度，努力提升自己，争取在大学期间也能为

组织多做贡献，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讲到：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

有意义的人生。

通过这次初级党课学习，强化了学生的党性教育和党章党规教育，通过创新创优教育

方式，将培养和造就更多符合新时代党和人民需要、符合国家事业发展需求的好党员、好

干部。

广东白云学院教育与体育学院运用“学习强国”

和“易班”平台开展初级党课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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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广东白云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传媒学院）党总支以“爱国三问”为导引，对

全体学生党员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爱国主义战疫，书写中华民族精神新篇章”的网上

专题党课。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是 80 多年前，著名教育家、

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对师生发出的爱国三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给予充分肯定，指出爱

国三问：“既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党课的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在全国人民奋战抗

击疫情阻击战的今天，“爱国三问”像是穿越时空隧道、言犹在耳，已成为今日之问，令

人深思、催人奋进。疫情虽无情，人间有大爱。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从年愈古稀的钟

南山、李兰娟院士，到许许多多不知道名字的医护人员，他们迅疾来到武汉，汇集湖北，

冲到抗疫的最前沿，全国各省市、人民军队、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无私奉献，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横空出世，显示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制度优势。大家看到在疫情面前，

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再次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筑起了抗击疫情坚不可

摧的精神长城。

党课第二部分侧重阐述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国力量的内在魂魄。结合抗击疫情的

过程中，有多少人在逆行，有多少人告别家人，有多少人夜以继日工作，这些体现在每位

奋斗者、战斗者身上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力量，成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的生动写照，民

族精神、爱国主义不是遥不可及的，它与我们每个中国人相关，体现在平凡人做出的不平

凡事上。

党课第三部分着重阐明在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我们党体现大党担

当，正带领全国人民用实际行动回答着爱国三问，书写着中华民族精神新的篇章。

党课第四部分由主讲老师李政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党员结合本次党课和防疫抗疫斗争

精神，利用“学习强国”平台影视资源，观看反映九八抗洪精神的《惊涛骇浪》和汶川抗

震救灾精神的《惊天动地》两部影片；结合科教兴国、科学报国、科技强国的时代要求，

选取观看学习强国上的《李四光》《袁隆平》《钱学森》《邓稼先》《蒋筑英》《黄大年》

等六部影片当中的一部。每位党员同志都撰写一篇关于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的观后感，将

从中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予以鼓励。

党课结束前，党员同志们还进行了线上讨论。学生党员薛锟媛说道：通过这一课的学

习，生动诠释和印证了“爱国三问”是中华民族一份优秀的思政资源，需要结合时代用好、

用活，让战“疫”思政产生强大的“思”能力和“政”能量。学生党员罗燕敏感叹：中国

人民的团结奋斗既是历史传统又是当代接力，患难见真情，在这一次疫情中，我看到的不

只是国家的强大，更是人民对祖国的热爱与担当。学生党员陈容基认为：这场党课让我们

更深入地理解了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在这场战疫中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学生党员们坚信：

有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我们一定能够在疫情“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广东白云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传媒学院）：

一场“爱国三问”的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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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14 日， 在 白

云区疫情防控款物捐赠仪式

上，广东白云学院通过白云区

民政局向湖北疫区捐款 20 万

元。校长助理陈峰出席了捐赠

仪式。

据悉，疫情防控阻击战开

始后，广东白云学院的师生也

自发进行了捐款捐物。2 月 1

日，学校党委发出通知，号召

各基层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广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广大党员干部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挺身而出、

英勇奋斗、扎实工作，让党旗

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

扬。通知发出后，党员教师率

先行动起来，自发向湖北地区

捐款捐物，艺术设计学院环境

艺术系党员教师朱榕灿首先向

湖北疫区捐款 3 万元人民币；

接着，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员教

师段超老师也慷慨解囊，将

20 361 元人民币通过腾讯公益

捐献给了湖北省慈善总会。学

生党员除了踊跃报名参加志愿者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外，也自发向疫区献爱心。应用经

济学院胡刚丞、田月钦、俞志恒、徐钰茵等 8 名学生党员及学生干部还把自己的春节红包

拿出来，向湖北慈善基金会等单位捐款和捐物，累计捐款 2000 余元，口罩 200 余个，他

们把一个个小小心愿汇聚起来，表达着自己对防控斗争的坚定支持。

捐赠仪式上，白云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广东白云学院积极向疫情防控捐款捐物，体现

了作为高校的责任与担当，彰显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心和信心。

捐款仪式后，学校有关负责人表示，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在这场疫情防控战斗中，

高校理应走在前列、作出表率。大事难事看担当，危难时刻显本色。在这场疫情大考中，

不畏艰难、勇担重任者才能答好这张考卷，我们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各项决策

部署，坚决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以更坚定的信心、

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广东白云学院向湖北疫区捐款 20 万元归

校长助理陈峰代表学校向湖北疫区捐款

捐赠仪式现场

（图文 / 党委宣传：曾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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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0 年 3 月 2 日上午 12 点，广东白云学院有 40 个党支部共 878 人为支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捐款，合计捐款 46588.47 元，自愿捐款党员人数占全校党员人

数的 65%。还有非党员也积极捐款，如学校原副校长沈根生教授通过国际学院党支部捐款

1000 元。

2 月 14 日下午，在白云区疫情防控款物捐赠仪式上，广东白云学院通过白云区民政

局向湖北疫区捐款 20 万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学校党委发出号召，广大党员要在

防控疫情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先后有许多党员自愿向湖北红十字基金会、湖北省慈善总

会等机构捐款。2 月初，艺术设计学院党员教师朱榕灿向湖北疫区捐款 3 万元人民币， 马

克思主义学院党员教师段超将义卖自己的藏品的善款 20361 元人民币，通过腾讯公益捐献

给了湖北省慈善总会。还有不少师生党员在 2 月中旬前通过各种途径自愿捐款捐物。他们

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体现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表达了中国人民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疫决心，展现了共产党员守初心、担使命的责任担当。党员自愿

捐款活动仍在进行中。

广东白云学院广大党员积极为支持疫情防控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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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感染的肺炎疫情重要指示精神，根据教育部、财

政部《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广东白云学

院积极落实省教育厅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开展多项资助措施，确保学生资助政策在防疫的

关键时刻发挥显著作用，共同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截至 3 月 13 日，共有三千多名

学生得到资助，发放补助金超过 500 万元。

自新冠肺炎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和关心每一位学生的身心健康，密

切关注重点疫区师生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第一时间向湖北师生致信慰问，并开通抗疫心

理服务热线和帮困服务热线。学生处学生资助服务中心也快速响应，及时发布了疫情防控

期间的相关学生资助政策，立即组织各学院辅导员通过各种形式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联系工作，精确掌握学生存在的实际困难，传达学校的防控措施和资助政策，确保第一时

间精准分类资助，应助尽助。

根据前期摸排情况，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制定专项资助方案，针对受疫情影响不同情况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分类实施五项补助：一是为滞留在湖北地区的 95 名学生发放生

活补助，鼓励他们树立信心，科学防疫；二是为受疫情影响偏远地区、农村地区以及建档

立卡、低保、孤儿、残疾等 148 名特殊困难学生发放临时困难补助；三是为学生本人或直

系亲属突发意外、重大疾病或严重受灾，导致家庭经济陷入困境的 19 名学生发放专项补助，

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四是为在疫情期间被集中隔离进行健康观察、疑似病例或发生其它疾

病的 4 名学生发放慰问金；五是为因家庭经济困难在校参加勤工俭学的 158 名学生给予补

贴。同时，为确保学校“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助”，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特殊

时期的基本学习和生活需求，学校把解决学生最急、最忧、最盼的事情作为第一使命，及

时足额发放了春季国家助学金。截至 3 月 13 日，共资助学生达 3364 人次，发放补助金共

计 514.6 万元。

隔离不隔爱，资助暖人心。在此次疫情期间，学校资助工作采用无纸化办公，依托“互

联网 + 精准资助”模式，简化了申请审批流程，实现了高效资助，及时资助，确保延期返

校期间各类奖助资金能及时发放到学生手中，切实保障受疫情影响的经济困难学生及时得

到支持保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凝聚力量、温暖人心，传递大爱。

暖心资助，“疫”路同行
——广东白云学院 500 多万补助金“超速”发给困难学生

（通讯员：原慧丽、曾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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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以来，学校团委依托“第二课堂成绩单”系统，组织各学院在线开展了 13 项“抗

疫防疫”专题教育活动，各学院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 + 网络工作群”相结合的形式，通

过网络开展教育指导和成果展示，一场火热的“七彩课堂”，唱响战疫青春赞歌。

本次“抗疫防疫”第二课堂专题教育形式多样，包括：1）“在线朗诵 -- 致逆行者”；2）“疫”

路平安微视频竞赛；3）“抗击疫情 希望同行”海报设计竞赛；4）“抗击疫情 -- 我想说”

主题征文竞赛；5）全民战”疫“原创动漫设计竞赛；6）“同心抗疫 书传温情”最美情

书活动；7）共同战“疫”原创童谣创作竞赛；8）“文传学子，共同抗疫”思政主题教育

课堂；9）“防疫”创意手绘画竞赛；10）“众志成城抗疫情”主题摄影竞赛；11）科学

防疫知识手抄报竞赛；12）“用爱守护，共抗疫情”诗词创作竞赛；13）“人人防疫”在

线主题知识竞赛等活动，得到广大青年积极响应，投稿作品近千份，通过活动将思想引领

与“抗疫”特殊时期的教育紧密结合，营造了良好的教育氛围。

在这次疫情防控期间，我校广大青年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做好守护者、修

行者、识途者，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作出积极贡献。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对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不屈不挠、愈战愈勇的民族精神，为共同打赢这场战争传递青春正能量。

白云火热“七彩课堂” 唱响战疫青春赞歌

“抗疫”在线朗诵 -- 致逆行者部分成果展示

“抗击疫情 希望同行”海报设计竞赛部分成果展示

“疫”路平安微视频竞赛部分成果展示

“抗击疫情 -- 我想说”主题征文竞赛部分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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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团委：段 立、高佳悦 图 / 各二级学院）

全民战”疫“原创动漫设计竞赛部分成果展示

共同战“疫”原创童谣创作竞赛部分成果展示

科学防疫知识手抄报竞赛部分成果展示

日语翻译

“同心抗疫 书传温情”最美情书活动部分成果展示

“防疫”创意手绘画竞赛部分成果展示

“用爱守护，共抗疫情”诗词创作竞赛部分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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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正值抗击疫情最为关键的攻坚阶段，为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早日结束，

广东白云学院学生党员用自己的方式，为这场“战役”贡献着青春力量，为群众生命安全

筑起一道防护墙。

疫情发生以来，学校号召党员亮出身份，做好疫情防控的“战士”，各党支部纷纷通

过微信公众号发出承诺书，学生党员利用学习业余时间奔赴城乡社区一线。据不完全统计，

自 2 月份以来，有 80 多名党员在自己家乡履行党员职责和义务，他们协助当地社区和乡

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或坚守社区，或把关村口，或分发爱心物资。3 月初，得知爱心团

队开展关心关爱一线防疫工作者专项活动，捐赠爱心蔬菜驰援武汉，工商管理学院的学生

党员戴嫚毫不犹豫地加入志愿团队中，为抗击疫情尽一份绵薄之力。戴嫚同学表示：“在

国家危难之时，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在本人能力范围之内为社会做力所能及的事，共克

时艰。”充分彰显了党员的责任担当。国际学院 18 级市场营销中英 2 班预备党员钟楚妍

同学积极参加新冠疫情一线防控志愿服务半个月，得到当地城镇居民的认可和肯定。

正是一批批党员志愿者在城乡社区筑牢了一道道联防联控的坚固堤坝，他们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为战胜疫情奉献力量。

广东白云学院学生党员投身战“疫”一线

践行初心使命

（通讯员：李建华、曾 进）

吴川市梅菉头社区致信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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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7 日，“致敬时代 : 成长与责任”南方日报 2019 年企业家高峰对话暨

2019 南方致敬颁奖礼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经理相

贤古颁发“十大金牌客户奖”，我校与碧桂园集团，珠光集团，中国东方资产，广药集团，

阿里巴巴，格力集团，广汽丰田，完美（中国）集团，长隆集团被南方日报报业传媒评为

“十大金牌客户”。

同时，南方新媒体科技公司总经理麦淼颁发“致敬 . 匠心企业”。我校与燕塘乳业，

珠江啤酒，广东石湾酒厂集团，象窝禅茶，潮宏基珠宝，中交四航局，中交二公局，卓越

教育，海龙阁一同被评为“匠心企业”。

据悉，本次大会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南方日报、南方 + 客户端联合承办。一年

一度的南方致敬上，南方日报与企业家们共聚，媒界、学界与商界在会上分享交流，共同

探路中国企业发展实践，见证企业成长。

广东白云学院荣获南方日报 2019“十大金牌客

户”与“匠心企业”

我校荣获“十大金牌客户”

“十大金牌客户”和“匠心企业”奖杯

我校荣获“匠心企业”

（图文 / 党委宣传部：李 媛、吴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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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钢院长荣获 2019 年度“行业杰出导师奖”

的奖牌

陈华钢院长为 2019 年度“优秀个人”颁奖

广东省民政厅原副厅长方炎松 ( 左 ) 为陈华钢院长（右）

颁发奖牌

大会现场

2020 年 1 月 17 日，广东省石材行业 2019 年度表彰大会暨广东省石材行业协会第九

届一次会员大会在广东大厦宴会大厅隆重举行。我校艺术设计学院陈华钢院长被邀出席大

会，并在会上接受“行业杰出导师奖”奖牌。此外，陈华钢院长还作为颁奖嘉宾在会上为

2019 年度“优秀个人”颁奖。

近年来，陈华钢院长积极在广东省石材行业内举办各类培训讲座及论坛，积极参与行

业的设计大赛评委及职称评审等工作，为广东省石材行业从业人员提升理论水平付出了不

懈的努力。陈华钢院长与广东省石材行业协会携手践行“3+1”企业实践教学改革，共建

校外企业实践教学基地，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

生产过程”的三对接，学生在校培养后直接到企业参加实践工作，实现了校企无缝对接，

并为广东省石材行业输送大批优秀的实用型设计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经广东省石材行业

协会、广东省石材行业工会联合会评选，陈华钢院长被评为广东省石材行业 2019 年度“行

业杰出导师奖”。

据悉，此次盛会由广东省石材行业协会、广东省石材行业工会联合会共同主办，来自

粤港澳地区的设计大咖、企业老总、代表等 1000 多名业界精英参加大会，大家欢聚一堂，

振奋精神，凝聚力量，共谋创新之路。

陈华钢院长荣获广东省石材行业“杰出导师奖”

（图文 / 艺术设计学院：李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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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笔者从团省委、省学联下发的《关于表彰 2019-2020 年度广东省优秀共青团

员、优秀共青团干部、十佳团县委书记、五四红旗团委（标兵）和五四红旗团支部（标兵）

的决定》和《关于表彰 2019-2020 年度“广东省优秀学生会”“广东省优秀学生干部”的

决定》表彰文件获悉，广东白云学院师生荣获多项表彰。

2019-2020 年度，校团委在学校党政领导和上级团组织的精心指导下，聚焦主责主业，

着力做好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引领，《白云“1+2”美育协同育人体系》入选“灯塔工程”

培育项目，成为全省支持的 15 个本科院校培育项目之一，“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

多次名列前茅；大力推进“第二课堂成绩单”建设，发挥第二课堂育人功能，其中攀登计

划首次获得重点项目立项，立项数量也创历史新高；基层团建工作扎实有效开展，荣获广

东“命脉工程”优秀团组织并在全省进行经验交流发言，凭借总体工作情况，学校团委书

记王晓艳荣获“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干部”荣誉称号。

此外，我校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7 级人力资源管理 1 班苏竞文、2018 级人力资源

管理 2 班吴龙、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 2018 级软件工程 7 班杜咏薇、社会与

公共管理学院 2018 级社会工作班林钰晟等 4 名同学获 2019-2020 年度“广东省优秀共青

团员”荣誉称号，校学生会主席宋壮群、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会主席刘国荣获 2019-

2020 年度“广东省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共青团员们的优异表现，成为广东白云学院优良学风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虽平凡

却坚持梦想，勇往直前；虽年轻却心系他人，奉献青春；虽同为学生却勇担责任，服务同

学。他们中有参加广东省“青马工程”培训班的学员代表，有荣获“国家励志奖学金”“中

国电信奖学金”、学校“优秀大学生”的学霸代表，有累计志愿服务时数达 795.63 小时

的志愿服务达人，有获得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立项的科技创新达人，有参加共青

团江门市委，市教育局，市卫健局和市电视台举办的“战疫有我、绽放青春”侨乡青年线

上分享会的优秀疫情防控青年代表，不同的青春，一样的精彩。

不忘初心跟党走，青春建功新时代。在榜样的示范引领下，在学校领导和上级团组织

的精心指导下，学校团学工作一定会再创佳绩，青年学子的精神风貌一定昂扬向上向善。

我校团学工作受到省级表彰

（图文 / 校团委：王晓艳、邓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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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 月 28 日，团省委下发《关于公布 2019 年广东省高校“活力在基层”主题团日

竞赛活动（秋季）获奖项目的通知》，广东白云学院 15 个主题团日活动项目脱颖而出，

荣获多项奖项。

其中，艺术设计学院 2019 级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2 班团支部的“描绘红色遗迹，铭记

红色初心”主题团日活动和教育与体育学院 2019 级休闲体育班团支部的“弘扬传统文化，

践行龙狮精神”主题团日活动荣获 “百优”项目；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8 级社会工作

班团支部的“传承革命基因、牢记社工使命”主题团日活动等 15 个主题团日活动，荣获“千

入围”项目。

2019 年广东省高校“活力在基层”主题团日竞赛活动分春秋两季开展，其中春季开

展时间为 3 月 -6 月；秋季开展时间为 9 月 -12 月。每季活动分为实施申报、校内评选、

省级评优环节。活动开展以来，校团委高度重视，引领各二级学院广泛动员各团支部，结

合支部特色和专业特点，挖掘、提炼往期获奖支部项目的先进经验，聚焦思想引领 , 结合

志愿服务、济困助学、创新创业、岗位建功、实践教育等领域，开展主题鲜明、形式新颖、

重在创新、注重实效的团日活动。此次获奖是学校继 2019 年广东省高校“活力在基层”

主题团日竞赛活动（春季）中 11 个获奖项目后的又一优异成绩，显示了学校在强化组织

育人，提升团学组织凝聚力和文化内涵等工作中的积极努力。

广东白云学院又获广东高校主题团日竞赛活动

15 项奖

（通讯员：邓嘉丽、曾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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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从全国高等院校 BIM 应用技能大赛组委会传来喜讯，我校建筑工程学院派

出参赛的两个代表队从 200 多支代表队中脱颖而出，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好成绩。

教师赵蓓蕾和谭紫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为迎接本次比赛，建筑工程学院工程造价系充分利用第二课堂，认真组织学生训练，

培训活动吸引了全院造价专业的同学踊跃报名，并在课余时间积极训练。

2019 年 10 月 10 日，在至善楼 705 计算机房举行了全国高等院校 BIM 应用技能大赛

校内选拔赛。经过紧张角逐，本次竞赛共评选出 6 名优胜选手，分别为张琼希、陈颖瑜、

林永标、郑涌航、陈静、祝志康，他们代表广东白云学院于 10 月 20 日参加全国高等院校

BIM 应用技能大赛的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

全国高等院校 BIM 应用技能大赛是由中国教育协会主办，全国 100 多所高校参加的

全国性比赛。参赛学生根据指定的图纸，在规定的时间用软件建模，比赛分为土建与装饰

算量、安装算量、清单计价、BIM5D 和招投标项目管理五个模块，评委根据建模完成速度、

算量准确性、模型美观性等指标打分，最终评选出优胜选手。

建筑工程学院参加比赛，旨在通过竞赛激励，充分发挥学生第二课堂功效，以赛促学、

以赛促教、以赛促建，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使学生的专业技能和专业水平得到提升，也是

专业课程的课外延伸。整个竞赛活动由工程造价系主任赵蓓蕾、副主任唐艳、专业教师查

后香、谭紫等组织和担任指导老师。

建筑学院学生在全国高院 BIM 技能大赛中取得

优异成绩

（图文 / 建筑工程学院：赵蓓蕾、徐建良）

决赛现场 参加决赛的选手与指导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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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广东省学生联合会发布《关

于表彰 2019—2020 年度“广东省优秀学生

会”、“广东省优秀学生干部”的决定》，

广东白云学院学生宋壮群荣获广东省学生

联合会评选的“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宋壮群是机电工程学院 2017 级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班学生，预备党员，

现任广东白云学院学生会主席。他曾多次

荣获国家、省级和校级荣誉称号：“2018-

2019”“2019-2020” 年 度 获 得 国 家 励 志

奖学金；2018-2019 年度获得“广东省优

秀共青团员”称号；2018-2020 年多次获

得校级“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大学生、优

秀共青团员、青马班优秀学员”等称号；

2019 年获得广东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个人；2019

年以第二作者的身份在中国知网发布论文

一篇；2019-2020 年获得“李志红”奖学金；

2020 年申报项目在广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

培育攀登计划中立项。

获奖后，宋壮群同学表示，作为一名

新时代大学生，他将继续恪守学生本分，

与朋辈并肩，一同学习，携手共进；认真

履行学生干部职责，服务同学；同时以党

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理想，以身作则，

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团结带领广大

同学树立远大理想，打牢知识基础，培养

创新精神，为努力实现广东“四个走在全

国前列”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

写青春篇章。

白云学子荣获“广东省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表彰决定

2017 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宋壮群

（图文 / 机电工程学院：吴国庆、李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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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由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举办的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学校美

术与设计作品展暨第四届广东省高校设计作品“学院奖”双年展落下帷幕。广东白云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教师陈华钢、彭新媛获一等奖，黄静获二等奖，成骏、梁美燕获三等奖；学

生王海怡获二等奖（指导老师黄国宝）。

本次展览是广东教育系统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论述和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以及教育部与广东省人民政府签署的《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备

忘录》等文件要求，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学校艺术教育交流合作与融合发展而举办的活动。

展览自去年 6 月发起征稿以来，共有 115 所学校的 763 件作品参加展出。其中，广东有

76 所高校的 385 件设计作品经评审入选展览（82 所高校提交 1913 件作品参评）；广东中

小学由各地市教育局推荐（省属中职自行推荐）23 所 215 件参展；港澳作品由各校推荐

参展，其中香港高校 5 所 44 件、香港中小学 3 所 30 件，澳门高校 4 所 43 件、澳门中小

学 4 所 46 件。这 700 多件作品，涵盖了空间设计、产品设计、视觉设计、绘画、雕塑、

手工艺、影视等门类，集中呈现了各校近年来美术与设计教学的优秀成果。

广东白云学院在第二届大湾区美术与设计作品展

中揽获一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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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学校美术与设计作品展暨第四届广东省高校设计作品“学院奖”双年展

（文 / 艺术设计学院：尹 韬 图 /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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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扬 2019 年广东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集体和个人的通报

2020 年初，根据团省委下发的《关于表扬 2019 年广东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集体和个人的通报》中获悉，广东白云学院“广东白

云学院大田村‘记住乡愁’服务团”荣获广东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优秀团队”称号，指导老师李东、学生宋壮群荣获广东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个人”称号。

2019 年广东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旨在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引领教育广大青年学生勇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切实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助力脱贫攻坚等社会大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为全省 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2035 年取得决定性进展、2050 年实现全面振兴奠

定坚实基础，为广东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总任务贡献青春

力量。

校团委在接到相关通知后，积极贯彻执行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团省委、省教育厅、

省学联《关于开展 2019 年广东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

活动的通知》文件精神，共组织志愿服务队伍 16 支，吸引以团队为单位参加社会实践的

244 名师生深入基层，以“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为主题，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理

论普及宣讲、美丽乡村建设、保护母亲河、粤桂川结对帮扶、大湾区志愿服务、“彩虹人

生”实践等领域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践服务活动，受益人群遍布江高镇大田村、

沙溪村、长岗村、南岗村、何㘵村，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其中，获“优秀团队”的建

筑工程学院“记住乡愁”社会实践服务团队，所开展的乡村旅游规划路线项目将公共建筑

设计、建筑景观设计、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工程系统规划等专业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巩固理论 , 是学校强化实践育人功能，让学生在设计规划中锻

炼实践动手能力、提升道德修养、拓展创新思维、提高应用能力的积极体现。

广东白云学院师生在 2019 年 “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中喜获佳绩

（通讯员：邓嘉丽、曾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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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13 日 -15 日，2019 年第五届国际装配式建筑前沿技术与应用峰会暨第

四届轻钢建筑设计与建造盛典——“摩勒杯”金雨燕奖评选颁奖礼在厦门隆重举行，来自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专家，我国清华、同济、重庆、湖南等大学教授，国

家建设部、各行业协会的领导、企业代表等共计 800 多位从事装配式建筑行业的协会领导、

学术科研主要负责人、企业家及高管、技术骨干、优秀设计师，以及媒体、投资商等汇聚

一堂，共同研讨、分享、交流前沿技术与应用。

在本次国际性设计研讨会议上，我校建筑工程学院郭保生院长出席峰会并做主旨演讲。

会上，郭保生院长首先分析解读了国内最新的钢结构发展趋势，为与会者提供了全局性的

视野与认知，围绕当前的装配式建筑建造方式的改变分析了装配式钢结构的新兴理论、前

沿技术以及应用案例，为与会者提供坚实的前沿理论、新兴科研成果以及广泛的应用案例，

受到了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和赞誉。

建筑工程学院的学生在这次论坛上通过与近 200 多家企业的设计团队激烈竞争，在中

外评审专家的严格评审中获 3 项奖，由我校陈子莹、张静老师指导的学生参赛作品获得了

优秀的设计竞赛成绩，其中 2016 级建筑学伍代杰同学的作品“广州市花都区社区图书馆

设计——丛云图书馆”获得 2019 第四届轻钢建筑设计与建造“摩勒杯”金雨燕奖“三等奖”

广东白云学院师生出席国际装配式建筑峰会     

并获得“摩勒杯”金雨燕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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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建筑工程学院：张 静）

伍代杰获最佳人气奖 伍代杰获最佳设计三等奖

和“最佳人气奖”；2016 级建筑学黄振玮同学的作品“畅游书海——花都区社区图书馆设计”

获得了 “摩勒杯”金雨燕奖“优秀奖”，三个奖项共计折合人民币 163 688 元。我校的两

个参赛作品是本次评奖大会中不多的公共建筑设计作品，相对于其他以住宅设计为主的参

赛作品难度系数高出许多，两个参赛作品充分运用了郭保生院长所率领研究团队的成果，

并在设计方面得到了评审专家的一致认可，最终取得了十分出色的成绩。与会的国内外专

家都对广东白云学院给与了高度的赞扬。

广东白云学院师生出席国际装配式建筑峰会并获得“摩勒杯”金雨燕奖

郭保生院长（右三）、指导教师张静（左三）与获奖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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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3 日，第七届“鼎阳杯”全国高校电工电子基础课程实验教学案例设计

竞赛中南赛区举行线上竞赛答辩，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曾贵娥与苏康友分别以优异成绩喜

获二等奖。

全国高校电工电子基

础课程实验教学案例设计

竞赛暨实验教学演示会由

教育部电工电子基础课程

教学指导委员会与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主办，重庆大学和东南大

学承办，深圳市鼎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竞赛

旨在通过实验任务要求、

教 学 方 式 和 教 学 模 式 设

计，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研究发现，掌握实验知识

方法与技能，综合运用知

识，接触工程实际，开展

探索研究，通过评选优秀

实验案例，展示实验教学

先进理念、内容、技术和

方法，推广以学生为主体，

探究性教学为重点的实验

教学改革，提升高校教师

实验教学水平。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高度重视此次竞赛，经过

学院初赛，选拔曾贵娥和

苏康友老师参赛，经过院

系领导多次指导，二位老

师积极努力、充分准备，通过线上答辩的优秀表现，在 126 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曾贵

娥老师的《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与苏康友老师的《基于单片机的无线控制电子时钟设

计》分别获得中南赛区二等奖，成绩喜人。

我校教师在全国高校教学案例设计竞赛中

喜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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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曾贵娥）



79

2019 年 12 月 28 日，由广东省电子学会、广东省电子信息行业协会、广东省汽车行

业协会以及广东省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主办的第四届汽车与农机电子环保大赛在华南农业大

学举办。我校机电工程学院创新创业中心团队有四支代表队闯入决赛，周绍鹏和张兴华老

师带领 18 位学生参加了决赛。

经过激烈角逐，我校获

得了“优秀组织单位”称号，

周绍鹏老师、张兴华老师获

评“优秀指导老师”，《基

于嵌入式智能闭环反馈增氧

系统》获得一等奖，《智能

垃圾分类回收装置》《适应

性一体化水体净化装置》《空

气源热泵热水系统》获得三等奖。

汽车与农机电子环保大赛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的实施意见》和教育部《关于报送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创新实践精神，

由广东省电子学会等单位主办的一项省级赛事。此项赛事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环

保意识和合作精神，全面提高学生的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

养质量提供保障。

机电学子再获省级大奖

决赛现场合影留念

（图文 / 机电工程学院：周绍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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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2 日，由广东省广告协会主办的第十二届广东省大学生广告节颁奖典

礼在广州岭南国际电子商务园隆重举行。广东省广告集团、因赛品牌、蓝色光标、明通传

媒等三十多家业界知名 4A 广告集团代表，近三百多名行业专家出席本届赛事。

由广东白云学院视觉传达设

计系专业教师童鑫指导的学生

作品《皮》（作者：蔡子然）《薄

薄的保护，大大的安全感》（作

者：范芊芊）《冈本 0.03 系列

广告语》（作者：梁诗韵）《最

好的我们》（作者：陈亦彤）《人

性的距离》（作者：郭丽敏）《冈

本 003 系统广告语》（作者：钟

慧馨）等作品，经专家评审委员

会初赛、复赛综合评审，在本届

大赛逾万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

出，成功晋级决赛，并最终获得“决赛入围奖”，我院教师童鑫被授予“最佳指导教师奖”。

广东白云学院被授予“年度优秀组织学校”荣誉称号。

据悉，广东省大学生广告节，是由广东省广告协会主办，是一项立足广东省、面向全

国的大型广告创意比赛，在广告设计行业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本届参赛入围高校，

广东白云学院师生在广东省大学生广告节中

喜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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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艺术设计学院：童 鑫）

广东白云学院师生在广东省大学生广告节中喜获佳绩

不乏中国传媒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广州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省内外

知名高校，竞争异常激烈。本项赛事自“第十二届广东省大学生广告艺术节之白云学院专

场宣讲会”启动以来，艺术设计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积极响应号召，以提高学生实践教育

质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为宗旨，积极组织各年级学生开展活动宣讲、动员、

辅导等备赛工作，专业教师们犹如辛勤的园丁，夜以继日地以饱满的专业热情投入到本次

赛事当中去，利用课堂教学及课余时间剖析经典设计案例，充分地把竞赛项目与课堂教学

实践训练结合起来，整合资源优势，指导学生完善作品，专业老师们始终秉承“以赛促教，

融赛于教”的理念，最后，在老师们行之有效的扎实训练和专业指导下，学生对活动的竞

赛主旨思想，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对专业竞赛的内涵、活动程序以及设计表现方式等有了

更为清晰、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白云学院师生合影

获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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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0 日，在校友会上第一次见到刘硕勤“学长”时，身穿橘色卫衣的他

精神奕奕、神采飞扬，待人谦和有礼，让人印象深刻。

刘硕勤于 2002 年就读广东白云学院的影视网络与广告设计专业。当时是一个 DV 蓬

勃发展的年代，广东省内开展影视专业的院校却十分少见，凭借着一腔热爱，刘硕勤义无

反顾的选择了在这个专业上“一条路走到黑”。说到这里时，刘硕勤笑着告诉记者，“白

云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来到全新的北校区，刘硕勤表示感触良多，“一眨眼三十年过去了，我毕业也已经

15 年了，在白云求学的经历一直让我不能忘怀。无论是在凤凰卫视还是在自己创业的过

程中，让我觉得很有信心去面对专业上的任何问题，让我有信心去面对时代发生的任何变

化，让我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自己的坚持走到现在，我们自己就是白云行走的一张名片”。 

回想大学时光，他进入白云学院后马上报名参加校园电视台，从摄像到记者、编辑、主持

人的工作都尝试过，还获得了全国大学生 DV 大赛二等奖。刘硕勤认为，他的工作成果都

和这些经历分不开。

刘硕勤告诉年轻的白云学子要坚持自己热爱的东西。“如果你自己认定了自己喜欢的，

那么无论你经历了多少的磨难，都要去坚持，因为你一旦坚持下去，你就会发现生活中会

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同时，他鼓励学弟学妹们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保持前进的目标

和自我审视心态，要学会自我反思，了解时代的潮流，吸收不同的知识，学会成长，从而

找到自己的前进方向。

   刘硕勤：从广东白云学院到凤凰卫视，

“热爱”两字可抵岁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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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7 日，美国北阿拉巴马大学副校长（主管学术和教务执行副校长） 罗斯·亚

历山大博士（Ross C. Alexander, Ph. D）和副校长张春生教授一行访问我校。校长黄大乾和

副校长沈根生会见了来宾。教育与体育学院院长张绪平、副院长骆风、李平博士，教务处

副处长杨宝丽，国际学院副院长刘毅等参加了会谈。

北阿拉巴马大学（UNA）是我校重要的国际合作伙伴。我校与美国北阿拉巴马大学已

经开展了在短期和中长期项目的合作，比如冬令营 & 夏令营项目、工商管理、商法、计

算机信息技术、社会工作等专业的“2+2 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以及 “3+1+1 本硕连读项目”

等。目前，两校就学前教育专业中外联合培养项目着手开展合作，广东白云学院已经引入

了 UNA 9 门课程。国际教育合作旨在支持和服务专业建设，本次会谈将进一步推进两校

学前教育专业中外联合培养项目合作和人才培养方案的落地实施。

黄大乾校长首先对美国北阿拉巴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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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介绍了学科建设成果和国际教育交流情况。他表示，广东白云学院高度

重视国际化引领战略，希望广东白云学院与北阿拉巴马大学合作项目能够“开花结果”。

随后黄大乾校长总结了我校与北阿拉巴马大学现有合作成果，并强调两校合作中的主要工

作，期待未来在教师互访、科研合作等方面进一步深入交流、加强合作，实现共赢。

罗斯·亚历山大对学校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详细介绍了北阿拉巴马大学的基本情

况。罗斯副校长高度赞赏广东白云学院三十年来的教学成就，并称赞道，广东白云学院是

一所积极创新、灵活发展、务实的应用型高水平院校。他表示，与广东白云学院一样，北

阿拉巴马大学一直坚持“市场导向，服务社会”，重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培养和校企紧

密合作。此次会谈合作的学前教育专业是 UNA 的品牌专业，学前教育专业已开设几十年，

学校配套有附属幼儿园和小学可提供学生完成实践性实习。

随后，张春生副校长重点介绍了北阿拉巴马大学向美国行业、企业开发的微证书课程

（Micro-credentials），相信 UNA 网上微证书课程可与广东白云学院相关专业及产业学院

对接，实施广东白云学院本地化的教学。这类微证书课程共设有 9 个学分，有三种不同

的授课模式：1）3 个学分在线学习（网络课程）；2）3 个学分在广东白云学院学习；3）

3 个学分在 UNA 学习。此外，北阿开发了相关的基于能力导向的证书课程（competence 

based education），该证书课程面向更注重技能而非学历的个人，岗位、行业、学习时间

和模式都更加灵活。同时，北阿还开发了配套的英语在线课程，学生修完英语课程后所取

得的学习成果效力等同于雅思或者托福。

张绪平院长介绍了教育与体育学院现有合作项目和两校学前教育专业合作推进情况，

他建议，可以将 UNA 的这类微课程进一步推广，满足学生、合作单位幼儿教师及广大幼

儿园（双语幼儿园）教师发展的需求。学前教育专业负责人骆凤教授表示，将认真落实两

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教育合作，培养与国际接轨的学前教育人才。

沈根生副校长在总结讲话中表示，广东白云学院坚持以教育国际化为学校发展战略，

美国北阿拉巴马大学副校长专程来校签署学前 

教育专业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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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引进 UNA 的优质教育资源，将学前教育合作项目建设成国际特色专业，为学校其他

专业的建设起示范作用。

最后， 黄大乾校长与罗斯·亚历山大副校长签订了学前教育专业中外联合培养合作

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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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合影

双方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前排左为黄大乾校长、右为罗斯·亚历山副校长）

（文 / 国际交流处：徐媛璐 图 / 党委宣传部：吴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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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钢院长（左一）赠送白云鼎给英国密德萨斯大学

（文 / 艺术设计学院：李利鹏 图 / 艺术设计学院：陈华钢）

2020 年 1 月 9 日 -14 日，

亚洲多所艺术院校的代表受英国

密德萨斯大学（以下简称“密大”）

的邀请，来到密大参加艺术教育

国际交流活动，共商未来国际合

作办学发展之计，我校艺术设计

学院陈华钢院长应邀赴密大参加

此次交流活动，同行的还有国际

交流处刘毅副处长。陈华钢院长

跟与会代表进行密切交流，并就

艺术教育国际合作办学等事项作

了深入商讨。

陈华钢院长次行还考察了密大的办学条件，与密大艺术与设计学院负责人进行了较深

入的磋商，就双方课程合作、学分互认、师生互访等内容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密大以职业

为导向、全方位全过程为学生服务的理念赢得了涉外学生的亲睐，我院将努力推进与密大

的交流与合作。

陈华钢院长此行，有幸认识了亚洲其它国家艺术院校的与会代表，对推动我院的国际

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陈华钢院长一行参加英国密德萨斯大学举办的

艺术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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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0 日，

我 校 艺 术 设 计 学 院 邀 请 澳 洲

ECU 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CLIVE 

BARSTOW 教授莅临我校，举

办了“工业 4.0：创意产业在未

来经济中的重要性”主题讲座，

艺术设计学院院长陈华钢出席

了本次讲座，200 多设计专业

的老师和学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CLIVE BARSTOW 教 授 首

先从大数据分析，工业革命 4.0

背景下，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

能的发展，一些手动或者重复

的工作将逐渐被机器人技术代

替，而人的创造力是不可代替

的，创意产业可以包括视觉艺

术、出版传媒、设计创意服务、

表演艺术、影音、音乐和舞蹈等。

之后 CLIVE BARSTOW 教授分

享了很多实例，以文化旅游领

域中西班牙毕尔巴鄂建立的古

根海姆博物馆为例，阐述了博

物院的建立改变这个城市的面

貌，通过零售、旅游等领域的

相关就业，吸引了旅游业和移民创纪录的增长；以《星球大战》为例，一部电影就雇佣了

2 800 多个工作人员，从事 2 100 多个创意工作。他指出，现在中国的创意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博物馆业、电影产业、艺术市场、电子游戏、VR 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重要，未来十年，

创意产业将为社会发展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拥有创造力毕业生可以在未来社会找到或者

发明工作，拥有更好的职业发展道路。

在此次讲座过程中，CLIVE BARSTOW 教授讲解理论知识深入浅出，令同学们受益匪浅。

此次主题讲座开拓了同学们的设计思维，丰富了同学们的专业知识，有利于同学们对今后

职业发展进行规划。

我校艺术设计学院邀请澳洲 ECU 人文艺术学院

院长来校举办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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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艺术设计学院：李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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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7 日，在国际新冠肺炎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广东白云学院与德国中

型企业应用技术大学（以下简称 FHM）就汽车工程专业“2+2”合作项目的相关问题进行

了视频会议研讨。

广东白云学院校长黄大乾、校长助理肖军田、机电工程学院院长曹玉华、国际交流处

处长刘毅和国际教育中心主任刘瑾，德国中型企业应用技术大学国际事务副校长 Fischer

博士、国际办公室主任 Tobias Zrowotke、国际项目负责人 Fang Ji 女士和深圳市捷仕达人才

服务有限公司副总裁黄晟先生、德国项目负责人 Lars Speckemeier 先生参加会议。

视频会议由黄晟先生主持。黄大乾校长介绍了广东白云学院的建校历史和办学特色，

强调了我校国际化办学理念，介绍了学校应用学科优势突出、职业教育特色鲜明的办学

目标，并表示两校在产教融合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FHM 大学国际事务副校长

Fischer 博士介绍了德方大学，学校以技术应用为重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践行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教学理念，并表示对此次合作十分重视，相信两校合作一定会取得成功。

深圳捷仕达人才服务公司德国项目负责人 Lars Speckemeier 先生介绍了汽车工程专业

“2+2”双学位项目进展。根据 FHM 的要求，专业课程共 19 门，广东白云学院引入并承

担其中 8 门课程的教学，FHM 承担其余 11 门。Lars 进一步介绍了该项目学生入学标准，

广东白云学院与德国中型企业应用技术大学

就汽车工程专业“2+2”合作项目召开视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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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引入的课程配套，FHM 提供大纲、课件等资源。

刘毅处长表示，双方在前期学分互认课程合作的基础上，实时开展教师交流、联合科

研等其他形式的合作，并要求系部完善人才培养计划，并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认真执行。

校长助理肖军田和 Fischer 博士就合作协议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再次强调，

两校就汽车工程专业开展合作，引入合作大学优质课程资源，这将进一步提升我校的专业

建设水平，对两校能达成协议并顺利合作持积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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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军田校长助理（左一）与德国中型企业应用技术大学沟通协议等问题

双方就项目合作事宜进行讨论

（图文 / 国际学院：刘 瑾、陈薏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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