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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肺炎战“疫”过程中涌现出无

数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与英雄故

事，高校思政课要用好战“疫”这本最鲜活

的教科书和最生动的社会大课堂来讲好中国

战“疫”故事，其重要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就是要紧密结合思政课的特点科学适度切入

讲好战“疫”中所展现的党的坚强领导、中

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和中国担当故

事；其根本价值意蕴在于推动思政小课堂与

社会大课堂同频共振，让学生在鲜活生动的

战“疫”故事中坚定“四个自信”，弘扬伟

大民族精神，树立科学法治意识，厚植爱国

情怀并将之转化为支持防疫斗争和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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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总体战、

阻击战。在这场战“疫”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

英雄事迹与英雄故事，用好疫情防控这本最鲜活的教科书，最生

动的社会大课堂，讲好战“疫”深刻、生动、鲜活的故事，充分

发挥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育人元素，既是思政课教学的应有之义，

又是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性最有效的形式和载体。因此，紧密结

合高校思政课各课程的特点探索科学适度切入战“疫”故事的实

践理路，以期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同频共振，将思政

课教学优势转化为广大青年学子众志成城支持防疫斗争和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这一价值旨归将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

现实课题。本文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课（以下简称“概论”课）教学为例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实践。

1    讲好战“疫”领导核心故事，坚定党的领导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

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对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

须“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采取切实有效

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2]。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

指挥、亲自部署，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

提出了”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3] 方针，并

深入抗疫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和工作指导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党中央从实

际出发，加强顶层设计，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的通知》，成立了中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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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分类指导各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协调调

度，及时协调解决防控工作中遇到的紧迫问题。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纷纷

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和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打头阵、作先锋，

发挥“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的伟大斗争精神，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抓实抓细抓落地，让党旗在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涌现出大量率先垂范、敢于担

当、舍生忘我、无私无畏的先进事迹，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集体表现，

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生动体现，是中国“两个先锋队”的生动体现，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生动体现。对此，“概论”课可紧密结合坚持和加强党的

领导这一专题，讲好在疫情防控中党的领导核心故事，讲清楚党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展现的

科学决策、从容应对、有效组织，强力执行的生动表现，认识到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是我们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斗争胜利的根本所在，是我们不断增强干事创业的凝聚力、执行

力的坚强保障，是我们克服前行路上一切磨难与阻绊的强大动力，使学生在鲜活的故事中

深刻领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力量，党是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从而更加坚定党的领导，更加维护党的领导核心。

2    讲好战“疫”中国速度故事，坚定制度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速度之快、变化之大举世瞩目。在这次抗疫阻击战中，中国

速度再次让世人惊叹。在与生命赛跑中，仅用 10 天时间，我们从无到有建成了分别可容

纳 1000 张和 1500 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保证了重症和危重症病人的及时救

治；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完成了 11 个方舱医院组建和启用，保障了中轻症患者的隔离救治；

仅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20 吨援助物资的卸载、交付，保障了大批医疗设备和物资源源

不断地迅速运到武汉；仅用几天时间，29 个省市共派出 4 万余名医务人员驰援武汉，19

个省对口支援湖北各市区，……正是这样的中国速度才追赶上病毒的传播速度，有效地控

制了疫情。正因为如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由衷赞叹：“中方行动速度之快、

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4] 这样的“中国速度”

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义制度显著优势转化为巨大治理效能的结果。

这样的“中国速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为根本动力的必然结果。在以习近平

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系列战“疫”部署中，“人民”一词贯穿始终，要求各级党委和

政府必须“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5]“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必须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6]；要求各级

党委和政府把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作为突出任务来抓；明确要求要

关心爱护医护人员，明确提出国家兜底，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确保收治医院

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这是“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生动诠释，这是心系人民深厚

情怀的充分彰显。

这样的“中国速度”是蒸蒸日上的国家综合实力支撑的必然结果。没有独立自主而完

整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就没有火神山、雷神山的飞速建成和各种医疗

救援物资的迅速补给；没有飞速提升的医疗科技研究基础和工业科技实力，就没有办法迅

速分离出病毒毒株，迅速开展有效救治；没有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就无法支撑起整个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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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救治数以亿计的庞大开支和因疫情防控停工停产所带来的系列成本损失的发展定力。

这样的“中国速度”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组织力与执行力作用的必

然结果。疫情防控是“总体战”不是局部战，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

民以大局为重、以全局为先，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中央应对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部署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加大政策协调和物资调配力度，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法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I 级响应，人民解放军和地方

援汉医疗队从全国各地奔赴疫区，铁路、公路、航空等公共交通及时响应部署，多地工厂

迅速恢复医用物资生产，全力保证供应……短短数日，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东西南

北中，都紧急动员起来。这样的组织力、动员力、执行力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塞德由

衷赞叹“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种动员能力”，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博士指出“中国政府展现出的组织动员能力是全球卫生史上前所未见的，其他国家很难做

到。”[7]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是中国速度的根本动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灵

魂；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强大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支撑，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铸就的结果。思政课要

讲好中国速度故事，不仅要讲中国战“疫”速度本身，更要以鲜活的故事、数据和事实与

思政课的相关课程专题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充分认识速度背后的根本原因。“概论”课可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人民的生命权是最大的人权来阐释中国与西方人权与民主的本

质区别与优势所在，让学生在对比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中国速度背

后的强大国力支撑故事讲清楚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伟大成就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依据；将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贯穿于中国特色政治

经济制度、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等教学专题中，让学生在鲜活

的故事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3    讲好战“疫”中国力量故事，坚定文化自信

病毒肆虐，举国抗击。短短数日，全体中华儿女就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磅礴

力量，让我们见证了无数的“中国力量”故事。我们看到了“是院士也是战士”的科学家

团队不顾高龄星夜兼程逆行而上，以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为代表的一线医护人员不

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与时间赛跑挽救生命，以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领衔的

科研团队全力以赴，争分夺秒研制疫苗；我们看到了人民解放军闻令而动，4000 将士、

10000 余名军队医护人员奔向没有硝烟的战场，来自全国 340 多支医疗队、40000 余名医

务人员驰援湖北的最美逆行者，广大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志愿者不惧风雨，

坚守一线，全国各族人民、海外华侨竭尽所能捐钱捐物，中国建筑、国家电网等中国企业

群体都在各自努力又协同作战；我们看到了原以为是娇滴滴的一代，但一夜蝶变而成了抗

疫主力军的青年一代担当尽责，勇挑重担，上千万武汉人民顾全大局、隐忍奉献，“封一

座城，护一国人”，全国人民令行禁止，自觉担当居家隔离，封印出行脚步。这就中国力

量，这就是最美中国人。

是什么铸就了中国力量？是什么让中华文明绵延 5000 年而从未中断？是什么让中华

民族虽饱经磨难却“从来不曾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

起”[8] ？新冠肺炎疫情抗击再次证明答案就是伟大的中国精神和优秀的中华文化。中国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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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什么？优秀的中华文化精髓是什么？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爱国

主义精神，是“舍小家为大家”的集体主义奉献精神，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

互助精神，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艰苦奋斗精神，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

命担当意识，是“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

斯·艾尔沃德回忆起在中国的考察行程时说“最让我震撼的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很强烈

的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愿意为抗击疫情作出贡献”[9]。中国力量正是伟大的中国精神而

铸就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构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抗“疫”城墙，正是这种“精

神的力量是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关键”[10]。

因此，思政课要讲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磅礴伟力故事，就要讲清这种磅

礴力量背后的伟大中国精神与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密码。以揭示优秀文化基因来讲述“概论”

课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秀文化，以鲜活的故事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中华民族数千年孕育

的伟大中国精神，坚定中华优秀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伟大民族精神，立大志，行大任，为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4    讲好战“疫”中国智慧故事，弘扬科学法治精神

当前，中国战疫之所以持续向好，取得阶段性胜利，是因为中国战疫方案充分尊重科

学崇尚法治，充分彰显着科学与法治的价值和力量，这是中国方案的智慧所在。

一方面，中国战疫尊重科学，坚持科学防控。科学技术是人类同疾病较量的最有力武

器，是战胜大灾大疫的决定性力量。在疫情防护过程中，我们遵循传染性重大疾病发生发

展的客观规律，始终坚持科学决策、科学防治，以科学精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我们坚持

“早隔离、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四早”原则做好病例的前期诊断，以集中病人、

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四集中”原则全力做好医疗救治工作特别是重症病人

的诊疗工作；我们充分尊重与发挥以钟南山为代表的院士科学家与专业医护人员意见与作

用，科学施策；我们及时采纳专家们提出的“人传人”“封城”“建设方舱医院”“中西

药结合防治疫情”等科学判断与防治方案，为不同阶段疫情防控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以科

技部等多部门组建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技攻关组，争分夺秒进行检测产品、病毒疫苗

等科技攻关，制订发布诊疗方案，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进行疫情跟踪防控、远

程医疗会诊，以研究成果、研究结论支撑疫情防控；国务院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分区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政策，尽可能减少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损失。这一

系列尊重科学依靠科学的中国方案，事实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尤其在与国际疫情防控效果

比较中，更加彰显出中国战疫的中国智慧。

另一方面，中国战疫尊重法治规则，坚决依法防控。疫情来临，国务院及时依法构建

联防联控机制加大政策协调和物资调配力度，各地依法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I 级响

应，各项防控措施在法治的保障下迅速有力地得到贯彻落实。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对于违

反党纪国法的个人或组织及时惩处，不留后患。对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严重影响疫

情防控的某些地方官员、组织，党中央根据党纪国法，迅速果断采取了应对措施，约谈、

调查、监察，依法依规撤职免职降职，及时调任、选贤任能，补充更有能力的领导团队来

担当组织抗疫大任；对于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的哄抬物价、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谣言、

违法截留物资等行为及时依法惩处；对于群众反映突出的一些事件及时进行专项督查，及

时纠错，依法公开监察结果；针对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制度与法律体系短板和不足，国家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第 27 卷第 2 期    VOl.27    NO.2



5

及时出台系列法律制度尤其是加强完善公共卫生方面的立法修法工作，健全国家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构筑起防范化解重大卫生风险的法治屏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

尊重科学，以科学力量战胜疫病，并在重大公共卫生应对中不断加速科学研究科技发

展的进程；坚持法治，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不断推进完善法律制度，以法律制度为战疫保驾

护航。科学救国、科技强国、依法治国，这是现代理性人文精神的深刻彰显，是中国战疫

中国方案的智慧结晶。思政课要讲好战疫中国智慧故事，就要讲好中国智慧背后的科学力

量与法治价值。以科学是战胜疫情的决定力量故事讲好“概论”课“创新”发展理念的重

要原理，引导学生尊重科学，树立科学思维，培养科学素养，努力学好过硬的科学知识本

领；以疫情防控中严格依法有序防控与群防群众治、联防联控鲜活事例来阐释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等内容，教育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以厚实的科学

理性与法治人文精神，求真务实，实干笃行，创新致远，为夺取防疫斗争的全面胜利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断努力。

5    讲好战“疫”中国担当故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展现了世界大国的国际担当，践行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遏制疫情向外输出和扩散，

并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通报情况、分享信息，用中国速度为全球防疫争取了宝

贵时间，用中国力量撑起了控制疫情蔓延的坚固防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

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并避免其蔓延付出了巨大牺牲，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11]。另一方面，

当中国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而全球疫情多点暴发并呈现蔓延态势的危难之际，中国

及时将疫情防控的“中国方案”“中国经验”和盘托出，通过分享经验、技术交流、派遣

医疗专家组和提供物资援助等方式主动对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截至目前，

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 100 多个国家、10 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最新疫情防控方案、

诊疗方案，与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通过专家研讨、远程会议等方式举办了近 30 场技术交

流会议，向多个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向世卫组织捐款 2000 万美元，对 89 个国家和 4 个

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时间最集中，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紧

急人道主义行动。中国的善举义举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匈牙

利总理欧尔班等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以及援助物资，意大利外长迪

马约表示，中国医疗专家和他们携带的援助物资将拯救意大利，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认为中

国支持全球抗疫展现出了大国担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人类未来提出的倡议。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在全球呈加速发展趋势再次印证并彰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病毒没有国界，

疫情不分种族，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国际社会唯有

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齐心协力、守望相助，才能战胜疫情，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习近平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发表《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的重

要讲话时，对众多国家给予中国及时而真诚的援助特别表示衷心感谢，并再次表示“中方

郭华鸿：高校思政课讲好战“疫”故事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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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各国分享防控有益做法，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并向

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加大向国际市场供应原料药、生活必需品、防

疫物资等产品”[12]，指出危难关头，“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13]，并就

中国抗疫经验给出全球抗击疫情的“中国方案”，发出了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

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 4 点

“中国倡议”，充分彰显出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者，更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

伦斯·库恩博士认为，习主席提出的倡议“是要让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战胜疫情，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在这次领导人特别峰会上显示出了其重要意义”[14]。

高校思政课要讲好中国战疫中的大国担当故事，尤其要紧密结合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

情不断蔓延的形势，结合中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引导学生着眼现实、立足高

远，不仅要从经济全球化更要从“人的全球化”[15] 视角来真正理解“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

的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乎的是人类作为物种的存续和人类

社会的持续发展的问题，关乎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若是构建不起

来，损害的可能是整个人类的命运”[16] 的高度来深刻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中国在此次抗疫中的大国担当，不仅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重要体现，更是中国着眼于

人类长远发展，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人道担当。进而引导增强学生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的

认同感，以宽广的视野，豁达的胸怀投入全球共同抗疫的潮流，团结协作，共克时艰，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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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the war-like 
"epidemic" storie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UO Hua-hong
(Faculty of Marxism，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countless heroic deeds and touching stories during the China’s fight against 
COVID-19.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use this liveliest 
textbook and most vivid social class to tell the China’s stories during this fight. Its important 
logic is to closely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scientifically 
and appropriately cut into the story to show the party's strong leadership, China's speed, China's 
strength, China's wisdom and China's responsibility in this anti-epidemic war. Its fundamental 
value is to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 and social class to resonate at the same 
frequency, so that students can strengthen the "four self-confidence" in the vivid anti-epidemic 
war stories, carry forward the great national spirit, establish a scientific leg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ivate patriotic feelings, and turn it into a powerful force to support the anti epidemic struggle 
and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China’s fight against COVID-19; practice of rationalization; value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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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产业学院是促进应用型本科产

教融合的重要形式之一，针对产业学院面临

诸多瓶颈和困难，归纳和总结了学校、政府

职能部门、各种相关企业、相关行业、产业

园区等多主体的办学的六种发展路径类型。

着重考虑多主体办学，兼顾利益共同体，重

视产教融合，深度合作，实现多功能综合体

建设和促进跨界组合体建设等方面的内涵建

设。

关键词：产业学院； 发展路径； 内涵建设 ；多

主体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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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

见》要求，越来越多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探索通

过校企合作建设产业学院，深化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进一步

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校企多主体协同育人，促进地方本科高校转

型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高校支撑、服务、引领产业经

济发展的能力。

1    产业学院的现状及存在困惑

当前应用型本科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发展还面临诸多瓶颈和困

难，比如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存在着严重脱离问题，主

要表现为 : 本科职业教育的社会价值尚须大幅提升高，应用型高校

对自身之定位尚待研究及自信更须加强，政府对应用型高校之支

持资源投入尚待提高，产学融合的具体措施尚待落实，教师实践

能力亟待提升，双师型队伍数量和质量与教学要求不相适应，实

践教学体系有待优化，教学内容与企业需求严重脱离，教学设施

设备严重滞后于产业界，尚未建立建全相适应的配套制度，教育

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格局尚未形成 [2]。部分地方新办本科高

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持续增大，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企业用

人只考虑熟练员工，参与办学积极性不高，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相对严重脱节，高校“重理论、轻实践”问

题普遍存在。

但产业学院在许多地方已经起步，各高校都陆续启动产业学

院建设，广东省从中候选 10 个首批示范性产业学院项目，它们分

别是华南理工大学的微电子学院和软件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的温

氏集团产业学院、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的半导体光学工程学院和机

器人产业学院、东莞理工学院的粤港机器人学院和先进制造学院

（长安）、惠州学院的旭日广东服装学院、广东白云学院的曙光

大数据学院以及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的智能制造产业学院。广

产业学院类型及内涵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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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教育厅关于《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推进本科高校产业学院建设的若干意见》粤教高函 

〔2018〕51 号 , 这对应用型本科转型提出指导性要求，应用型本科的产业学院如何建设，

它与一般的校企合作、产学研平台、大学生实践教育教学基地有什么本质区别？产业学院

的价值，尤其是广东建设产业学院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可能有哪些模式的产业学院？产业

学院的发展路径和内涵建设是什么，如何通过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来进行评判产业学院的

优劣。

2    产业学院的主要发展路径

产业学院的发展路径需要高等学校、政府职能部门、各种相关企业、相关行业、产业

园区等多主体的办学来实现，根据参与建设主体的不同，产业学院发展路径可以划分为六

种类型如下表所示：

高等学校 政府职能部门 相关企业 相关行业

校企合作型 主体 主体

校行合作型 主体

校政合作型 主体 主体 主体

校企行合作型 主体 主体 主体

校企政合作型 主体 主体 主体

校企政行合作型 主体 主体 主体 主体

2.1  校企合作型

学校和行业、产业内一家或多家龙头企业共同合作建设产业学院，这是较常见的产业

学院建设类型。如广东白云学院与嵌入式龙头企业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分有限公司共建嵌

入式产业学院，是龙头企业推动下地方高校产学深度融合典范。其主要特点和具体表现如

表 2 所示。

主要特点 具体表现

企业主动 企业出设备和工程师投入高校人才培养

深度融合 “六共建”“三融合”

管理创新 董事会决策的院长负责制

2.2  校行（会）合作型

学校和行业协会共同合作建设产业学院，如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半导体照明行业联合中

心 + 照明灯具协会的半导体光电工程学院，是校行协作下个性化培养和定向化服务模式。

其主要特点和具体表现如表 3 所示。

主要特点 具体表现

行会主建 半导体照明行业联合中心 + 照明灯具协会

官办民助 各方按股权出资管理、两委指导院长负责

模式灵活 小范围、个性化的“小班快跑”模式

定向服务 科技小分队 + 科技创新实验班定向服务企业

2.3  校地（政）型

学校和当地政府共同合作建设产业学院，如中山职业技术学院与产业学院。政府提供

林春景：产业学院类型及内涵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表 1  六种多主体类型的产业学院

表 2  校企合作型产业学院主要特点

表 3 校行（会）合作型产业学院主要特点

参与办学主体

产业学院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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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资金，产业学院主要建在校外（产业聚集区 企业 镇区），镇校企（市镇 企业 行业协

会）联合组建，采取董事会或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2.4  校政企型

学校和政府、企业共同合作建设产业学院，根据不同的政府级别和主体，可 具体分

为校厅企、校市企、校县企、校镇企、校园企。如校园企模式 -- 广东工业大学粤港机器

人学院，其主要特点和具体表现如表 4 所示。

主要特点 具体表现

校园共建 广工 + 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园 + 企业

全园联动 园区 242 家企业共同参与

联合培养 校园 2+2 接力培养  融合自动化等 6 专业

项目驱动 院内培养全程项目驱动 + 国际化创投服务

2.5  校行（会）企型

学校和行业协会、企业三方共同合作建设产业学院。

2.6  校政行（会）企型

学校和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四方共同合作建设产业学院。

3    产业学院内涵建设

应用型本科产业学院建设目标是以提升高校服务特定产业能力为目标，整合高等学校、

政府相关部门、相关行业和企业多个方面的资源，建立的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线，兼有

学生创业就业、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高校师生科技服务企业、企业员工继续教育等

多功能的、多主体深度融合的新型实体性育人机构。为实现产业学院建设目标必须加强内

涵建设，内涵建设必须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建设：

3.1  考虑多主体办学，兼顾利益共同体

产业学院可由高等学校、政府相关部门、相关企业、相关行业、产业园区等组成，只

有找到各方的利益平衡点，才能发挥产业学院的最大作用，才能保证产业学院健康发展。

各主体的作用及利益点如表 5 所示。

办学主体 起主要作用 主要利益点

高等学校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获得资金支持，加快技术转化的速度，提

高应用型本科专业设置、教学设计的社会

适应性和提高师生的实践能力四个方面。

政府相关

部门

出台推动和规范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建立专门的

校企合作协调机构，负责监督、考核和推动校企合作。

整合教育资源、提升国家竞争力、解决就

业问题、为经济转型升级服务。 

相关企业
提供实习和就业岗位，为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提供条

件，为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提供条件。

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对产品和流程创

新的需求日益增加，降低研发费用和提高

企业员工的素质。

相关行业

预测并应引导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判断行业投资价

值，揭示行业风向，为学校人才培养提供方向，为企

业提供投资决策或投资依据。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产业园区

以为促进某一产业发展为目标而创立的特殊区位环

境，是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调整升级的重要空间聚集

形式，担负着聚集创新资源、培育新兴产业、推动城

市化建设等一系列的重要使命，为专业或专业群人才

培养提供复合型多维服务。

促进园区产业健康发展。

表 4  校政企型产业学院主要特点

表 5  产业学院各主体作用及利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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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视产教融合，深度合作

“产教融合，深度合作”，就是把产业学院建成深度合作教学平台，做到“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为了产业学院做到深层次合作平台，必须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建设。

3.2.1 提升需要创新体制机制，增强产业学院活力优势

产业学院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新的教学平台，以前的校企合作都是松散型的，没有规

范的制度，所以要有创新的机制，才能保证产业学院健康发展。一是从顶层设计，有组织

架构、合作形式、教学资源配置做出特色，能体现管理有自主权、专业和课程设置从企业

对人才需求出发，让企业参与人才培养。二是采用董事会领导下院长负责制，分清校企各

方的职责，包括项目开发，科研利益和学费利益分成，才能落实产业学院规划的完成。

3.2.2 优化资源整合，实现价值倍增

一般校企合作，往往学校热情高，企业本身非常繁忙，对学校的教学不是太感兴趣，

可喜的是近几年在教育部和广东省教育厅的支持下有一批企业已经在许多方面主动出击，

在产教融合、协同育人设置了许多项目，如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联合中科曙光启

动实施数据中国 " 百校工程 " 项目，全国范围内遴选百所高校，部署集人才培养、科研创新、

资源开发、行业应用及社会服务于一体的“曙光大数据学院”与“曙光大数据应用创新中心”。

3.3  实现多功能综合体建设

产业学院首先是一个人才培养的平台，对应用型本科，大部分教师从学校刚毕业的高

学历年轻教师，没有工程实践经验，必须到企业中参与企业工程项目开发，了解产品的生

产过程的技术和工艺，这样才能获得工程实践经验，提高自身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实践教学

水平，广东白云学院每年分批安排年轻教师下企业锻炼，并在职称评定、青年骨干教师认

定、课时补助、院系考核等方面进行优惠倾斜，促进学校双师型队伍建设。

产业学院为学校教学资源提供补充作用，有些大型机器设备在学校很难进实验室，利

用率低，工艺复杂，如电力设备、移动通信设备价格昂贵，利用率低，学生到企业生产过

程进行实习，有企业导师现场指导，在企业真实实践环境中实习，效果比学校实验室实习

好很多。

高校教师有些课题是凭想象出来，没有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学生的课程项目设计、毕

业设计都是教师拍脑袋出来，其设计产品性能指标与行业规范标准相差较远，远离实际产

品要求。高校教师必须深入企业调研，参与企业科研活动，为企业提供科学技术服务，才

能获得真实科研课题，在提高自身科研能力的同时，也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促进校企深

度合作，深受企业欢迎。同时教师取得的专利、科研成果也比较顺利转化为企业的应用成

果，形成“企业科研生产与教学互促、学校科研与企业互通”的内外双循环体系，强化“科

研反哺教学、教学支撑科研”联动作用。

企业员工一般学历、职称较低，学校可利用自身优势，为企业员工提供学术报告、职

业资格培训、学历职称提升提供服务。

企业利用自身产品市场优势为师生提供创新创业提供训练活动平台，并对创新创业成

绩优秀师生适当给予物质上奖励。

产业学院应建成集学生实践、员工培训、师资培养、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改革、

技术服务、科技创新为一体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多功能综合体教学平台。

3.4  促进跨界组合体建设

产业学院是一种新型的而又有深度的校企合作模式，必须要有创新的校企合作新机制，

林春景：产业学院类型及内涵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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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组织架构、合作形式、资源配置方面加强顶层设计，给学院更多自主权。[3] 首先管

理上要进行变革，不是某个二级学院能够完成，组织管理要从政府部门、学校、企业、行

业组成的，它是一个跨界组合体，主要表现如下：

3.4.1 跨界组织特征

跨界组织主要特征由政府部门、学校、企业、行业组成的，政府主要负责政策制度制

定，学校是人才培养需求驱动者，企业是产业学院的基本依托，行业是是产业学院升级的

粘合剂。

3.4.2 需要多学科专业配合

学校要整合多个学科和多个专业与大型企业或产业园合作，才能完成产业学院的各项

任务。如：广东白云学院与美的集团共建家电产业学院，需要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机电

工程学院、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的多学院、多

学科和多专业群才能与企业产业对接。包括相关一级学科有：信息与通信工程、电气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工程、管理学、艺术学。相关专业群有：电子

信息类专业群、电气工程类专业群、自动化类专业群、计算机类专业群、机械类专业、管

理类专业、

产品设计专业等，如图 1 所示。

4    结束语

产业学院是一个新生的教育教学平台，对它的发展路径和内涵建设进行了研究与实践，

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需要不断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如何评价一个产业学院的

好坏，还需建立一套完善的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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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学科多专业群的美的家电产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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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Type and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College

LIN  Chun-jing
(Faculty of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colleg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rm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urses. In view of 
the bottlenecks and difficulties faced by industrial college, this paper summarizes six development 
path types of multi-body school running, such as school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various related 
enterprises, related industries, industrial parks and so on. Emphasis should be given to multi-
subject education, community of interests, industrial and educational integration and in-depth 
cooperation to realize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multi-functional complex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border combination.

Key words: industrial college; development path;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multi-subjec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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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广州两所民办本科院校英语

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配音软件对学习

者英语口语能力水平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

配音报告和配音录音的数据分析，本研究发

现：英语专业学习者使用配音软件的目的主

要出于内需；影响配音准确性和流利性的主

要因素是单词发音、语言语调和连读。

关键词：英语趣配音；英语口语；准确性；流利

性

收稿日期：2020-08-09

作者简介：唐红梅（1967-），女，副教授，

广东梅州人，硕士，主要从事英语教学理论

与实践研究。

1    引言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各种英语学习软件

APP 层出不穷，为学生的英语学习带来了新的感受和新的体验，

增添了学习者的学习乐趣。英语趣配音软件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

学习软件。笔者在期刊网上用关键词“趣配音软件”进行检索，

发现只有 25 篇相关文献，且主要集中于中小英语辅助性教学。研

究者主要是通过使用软件前后的数据对比进行研究来探讨英语趣

配音的功能优势，其研究结果认为这些软件可有效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听力水平和语音语调，能优化口语教学模式 [1][2]，对英语

专业学生，使用趣配音软件能有效帮助他们的语音学习 [3]。但是，

使用这些软件是否能有效提高使用者的口语表达水平几乎没有文

献予以说明。鉴于此，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 APP 软件配音报告单

的对比分析来探讨趣配音软件对英语专业学生口语能力的影响。

2    英语口语表达能力研究现状

口语表达能力是英语专业学生五大技能之一，是语言沟通的

基本能力，也是实现英语学以致用的重要表现，体现英语语言学

习的基本目标——交际性、工具性和应用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学生的专业能力水平。口语表达能力是一种语言输出能力。

Swain[4] 认为输出假设对语言习得具有注意功能 ( noticing) 、检测

假设功能 ( hypothesis testing function) 、元语言功能 ( metalinguistic 

function) 和增强流利性 ( fluency function) 四种功能。

国内外学者对学习者的口语表达能力主要围绕准确性和流利

性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准确性的研究主要从动词时态、单数第三

人称、复数标记、介词和冠词 等具体使用错误类型来研究学习者

的语言输出准确性 [5][6]。口语流利性的研究主要从语调短语停顿、

语速、停顿次数和停顿时长等方面来分析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 [7][8][9]。

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对学习者的口语语料进行分析，通过课堂口语

趣配音软件对英语口语能力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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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或语音语料收集和对比口语量表数据来分析学习者外语口语表达能力的准确性和流利

性。基于英语学习软件的配音语料来探讨学习者的口语表达能力尚不多见。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1）趣配音软件能否有效提升英语专业学生口语表达能力？

（2）趣配音软件对英语专业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有哪些影响？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广东省两所本科高校的英语专业学生为对象，包括大一、大二、大三和大

四四个年级的在校学生，共计 1090 人，其中男生 119 人，女生 971 人，大一 73 人，大二

464 人，大三 407 人，大四 146 人。他们的英语水平如下：575 人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考

试，262 人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考试，67 人通过了英语专业四级考试，20 人通过了英语

专业八级考试，176 人尚未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达到大学英语四级水平以上的学生共

有 924 人，其中有 384 人表示口语是他们学习英语过程中的最大障碍，588 人最想提升自

己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软件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使用趣配音或其他软件进行学习的情

况。答卷人数为 1090 人，使用了趣配音或其他软件共计 884 人，收回的有效问卷为 884 份。

另外，课题组成员从项目立项开始就购买了趣配音软件课程，坚持每三天口语打卡一次，

每次均有配音报告，每次的配音都要求自己录音，以供后期数据分析。随机选取的十次配

音主题分别是：我是美丽的花仙子，为你读诗 --of beauty，张大嘴巴，海绵宝宝与派大星，

宝宝制造厂，海绵宝宝变男人，《冰雪奇缘 2》魔法升级，我们是战士 -part 1，我是小黄鸭，

大家早上好等。本研究对问卷调查、配音报告和配音录音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3.4  数据分析

3.4.1 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1）使用趣配音软件的目的

调查数据显示：使用 APP 软件进行学习的频率大多为一周一次（58%），

其中每天一次的占 11.9%，一周三次为 11.5%。87.7% 的学生表示使用这些软件的目

的是想提升口语表达能力。大部分学生认为使用了趣配音或其他软件后，对他们的英语知

识有很大的提升（见表 1）；对于使用后所提升的能力与前面 588 人希望通过使用趣配音

来提升自己口语表达能力保持了一致性，即口语表达能力占 74.4%（见表 2）。

选项 小 计 比  例

A. 词汇使用的正确度 713   65.41%

B. 句法使用的准确性 549   50.37%

C. 表达方式的多样性 760   69.72%

D. 跨文化知识 374   43.49%

E. 交际恰当性 401   41.38%

唐红梅，廖维兰，李明慧，郑家瑜：趣配音软件对英语口语能力的影响研究

表 1  英语知识提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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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小 计 比  例

A. 口语表达能力 811   74.4%

B. 交际能力 455   41.74%

C. 自主学习能力 699   64.13%

D. 自我评价能力 350   32.11%

E. 自信心 491   45.05%

数据还显示：学生使用 APP 软件进行学习后，认为有效提高学习兴趣的占 39.2%。这

与任颢楠（2017）、朱辉（2018）认为软件使用可以有效提高初高中或高职学生的学习兴

趣的研究结论有差异，说明了英语专业学生的使用目的明确，并非仅仅是为了提高学习兴趣。

（2）使用趣配音成绩报告的反馈

学生对趣配音反馈的成绩最关注的依次是口语流利度（76.3%）、准确度（68.8%）和

完整度（43.9%）。学生反映自己被纠错最多的依次为单词发音（59.3%）、流利度（53.9%）、

语调（51.1%）、连读（45.8）（见表 3）。这与李瑞（2020）的研究结果吻合，即英语趣

配音软件能有效辅助英语专业学生学习语音。有 89.9% 学生会根据软件反馈进行自我纠正。

有 67.7% 和 64.7% 学生分别认为软件还存在互动性和材料实用性不足之处。

选项 小 计 比  例

A. 语调 556   51.01%

B. 单词发音准确度 646   59.27%

C. 表达流利度 588   53.94%

D. 句子完整度 421   38.62%

E. 连读 499   45.78%

F. 意群 361   33.12%

3.4.2 配音成绩报告数据分析

每次配音后，软件会自动生成一个配音报告，该报告的内容分为三部分：总体评分、

单词和句子。本文随机抽取某一学生 10 次配音报告进行对比分析。

（1）总体评分

配音报告的总体成绩包括准确度、流利度和完整度三个方面。从表 4 可以发现，该学

生十次配音的完整度均在 92 分以上，平均分为 97.4；准确度次之，均在 82-89 之间，只

有第 9 次的为 92，平均分为 87.5；排列最后的是流利度，跨度比较大，介于 65-90 之间，

平均分为 78.8。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分

准确度 87 85 89 82 87 89 87 89 92 89 87.6

完整度 93 98 100 92 98 99 98 98 100 98 97.4

流利度 74 72 76 81 75 85 90 87 65 83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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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相关能力提升方面

表 3  予以纠错的情况

表 4 总体成绩报告

次序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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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词发音报告

在这些随机抽取的十次配音报告中，每次都分别列出三个发音准确的单词和发音有问

题的单词，并对有待改进的单词进行了发音纠正。十次表现优秀的单词包括：soul, heard, 

corn, cast, lover, beauty, survive, a, and, alright, and, for, gosh, moustache, command, dull, kingdom, 

found, bills, virus, prosperity, quack, a, am, are, down, everyone, how, is, please, belt, vacation, 

color. 十次发音有待改进的单词有：voice, it, I; furrows; game; coming; she’ll, feel, mermaid; 

exhausted, all, or; belt, did. 

（3）句子配音报告

和单词报告一样，句子表达报告也分为两项，即表现优秀的句子和语音有待改进的句

子。十次表现优秀的句子如下：Every fruit comes from me. And renew her beauty past. Patrick! 

Pelicans! You can do that? Look at our kingdom. Some can’t go back to school. I can swim. Thank 

you. How is this? Great. What color belt do you have? 

语音有待改进的句子是：..and it never grows old. I know, but it’s true. Me, me, me. And 

when our furrows snow shall cover. Snatch those joy that haste away. We solicit spring again. Yeah, 

And everything’s blocky. It’s a game. You’re blocky as well. Goddamn. Alright, we got three 

more babies, coming up. She’ll use her mermaid magic to turn us into man. Come on, Sven. We 

have to protect Arendelle. And they were isolated from their families, their loved ones. Or even 

worse,it is their children,their parents or loved ones that are infected. No matter how exhausted they 

are. Quack...quack. Good morning.Fine,thanks.How are you? Come in, please. Please open wide.

3.4.3 录音分析

十次配音录音主要用来分析学习者的连读和语调。在问卷调查中有 45.8% 的学生表示

其连读被纠错，51.01% 语调被纠错。研究者对四位学生的录音进行回放，并记录学习者

的连读问题（见表 5）。很明显，学习者对体现连读的地方不能做出正确的配音和判断。

如在 “and it never grows old”这句话，学生就没有注意到 and 和 it 、grows 和 old 这两组词

需要连读，尤其是前者的 and 和 it 之间连读是 an(d) it。 从学生的录音中发现，学生的语

调存在较大的问题，主要是应该降调地方使用了升调，把升调读成了降调，重读和弱读不

能区分。

序号 没有连读的句子 占比例

1 ......and it never grows old. 87.5%

2 And when our furrows snow shall cover. 100%

3 Snatch those joy that haste away. 100%

4 And everything’s blocky. 100%

5 She’ll use her mermaid magic to turn us into man. 100%

6 ......their loved ones. 50%

7 Some of us have lost their jobs. 73%

8 ......loved ones that are infected. 100%

9 It seems that all of a sudden. 100%

10 Let us use it while we may. 100%

4    研究发现与思考

4.1  英语专业学生具有因需求而学习英语口语的内驱动力

唐红梅，廖维兰，李明慧，郑家瑜：趣配音软件对英语口语能力的影响研究

表 4 总体成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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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对上述问卷和配音报告数据分析发现，学生使用趣配音或其他软件进行学

习，目的明确即希望能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这与任颢楠（2017）和朱辉（2018）认为软

件使用可以有效提高初高中或高职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差异，说明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学生与

初高中或高职学生使用这些软件的学习动机有下列不同之处：英语专业学生不再单纯因兴

趣而学习，而是为了掌握英语口语技能而学习（即有内驱动力）。大部分学生使用学习软

件的另一个目的是提高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说明学生有较强的学习意识。许多研究表明，

因需求或具有明确的目标语学习目标，能促进学习者对该语言学习的动机，进而成为成功

的语言学习者，正如 Gillette 所述：视外语技能为一重要个人目标是成功学习者的关键特

征 [10]。因此，学习者有必要树立自己的语言学习目标。

4.2  影响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口语流利性和准确性的因素

（1）语音语调连读问题

单词发音纠错率（59.3%）、语调纠错率（51.1%）和连读纠错率（45.8%）都较高，

而且这些被纠错的单词发音、语调及连读直接影响了句子发音的准确性和流利性。分析表

明，这些被纠错的发音分别涉及元音音素和辅音音素，元音音素主要包括双元音 /oi/ai/ei/

eu/ 和单元音的长短音及前元音和后元音的区分 ( 包括 /i: /i/ɔː/ɔ/ʌ/a/ 等），辅音音素主要包

括浊音 /v/ 和清音 /f/、轻辅音 /ʃ/ 浊辅音 /r/ 和边音 /l/。连读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连读的方法

及缩读、失去爆破等与连读相关的知识。由此可以推断：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学

生在英语语音基础学习方面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给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的语音教学提

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大学四年不中断地进行有效的英语语音基础训练教学，运用课堂教

学提高来自不同地区学生的英语语音？这些问题都应予以认真得思考。

（2）流利度问题

问卷调查关于英语口语流利度的纠错率为 53.9%，配音报告表显示流利度的平均分为

78.8，有 50.37% 学生认为使用了趣配音或其他 APP 软件进行配音练习后在英语口语句法

的准确性方面有所提升。Richards, et al. 指出 , 在二语或外语教学中 , 流利性是交际能力的

一种体现 [11]。流利性具体包括 :（1）自如地写出或说出语言的能力 ;（2）具有说出语调较

好且词汇和语法较准确但不一定完美的句子的话语能力 ;（3）成功地交流思想的能力 ;（4）

具有说出连贯话语且不会产生理解困难或导致交际失败的能力。通过比对学习者的配音报

告中单词、句子等存在的相关问题，本研究发现，影响学习者口语配音流利度、准确度的

主要原因是由某些单词的发音问题和连读问题造成的。Richards, et al. 对流利性的定义，

强调了 “语调较好”和“词汇及语法较准确”的要求。本研究通过上述的配音报告、问

卷调查和录音分析所发现的影响学习者配音流利性的主要原因正与此吻合。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使用配音软件使用者的配音报告成绩单和配音录音进行分析，发现：（1）

趣配音或其他 APP 学习软件的使用能有效提升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有效改善学生的

语音和语调，有效提高学生单词发音和句法表达的准确性及流利性，并能提高学习者的多

样化表达；（2）影响学习者配音流利性和准确性的因素包括词汇、语音语调、连读和句

法结构；（3）这些发现与 Rossiter （2009）、Bosker 等（2013）、翟艳（2011）和蒋长刚、

戴劲（2018）等人的发现吻合；（4）词汇、语音语调、连读和句法结构等方面的改善和

提升直接影响学习者英语口语表达的流利性和准确性。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第 27 卷第 2 期    VOl.27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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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各种学习软件盛行的多元化英语学习时代，教师可适当运用配音软件，针对

学生口语发音存在的主要问题如单词发音、语音语调、连读等进行有效的指导和训练，为

英语专业学生产出流利而准确的口语奠定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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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English Speaking Competence Based on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English Speaking Competence Based on Fun 

Dubbing APP

TANG Hong-mei, LIAO Wei-lan, LI Ming-hui, ZHEN Jia-yu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using the English Fun Dubbing APP on 
learners’ speaking English proficiency, taking English majors from two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Guangzhou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rough the data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dubbing 
report and dubbing recording, this study finds that learners mainly using dubbing software is to 
meet their needs, and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curacy and fluency of dubbing are word 
pronunciation, intonation, linking and liaison.

Key words: English Fun Dubbing; speaking competence; accuracy; f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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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现高等

教育内涵式发展”，这就要求第二课堂必须

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更好地服务学生成长成才。传统第二课堂育

人体系建设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导致育

人成效不明显，新时代背景下应用型高校必

须加强对第二课堂进行改革，着力解决第二

课堂课程化、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问题，将第二课堂有效融入高校人才培养大

局，切实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成效。本文以

此为出发点，对应用型高校开展第二课堂课

程化建设意义及现存问题，应用型高校第二

课堂课程化原则和方向，应用型高校第二课

堂课程化实施框架构建与实施路径进行研

究，以期能更好发挥好第二课堂服务高校立

德树人和培养新型复合人才的需要，更好地

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更好服务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

关键词：堂成绩单；应用型；第二课堂；课程化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段立（1985-）, 男，硕士，主要

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8 年 7 月，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关于在高校实施共青团“第

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意见》文件中提出，要切实发挥好第二课

堂服务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人才培养中心工作的重要作用，

充分借鉴第一课堂教学育人机理和工作体系，实现第二课堂活动

的科学化、 系统化、 制度化、 规范化。这意味着共青团“第二课

堂成绩单”将逐步成为学生培养评估、综合素质测评、毕业生招

聘选拔的重要依据，因此应用型高校实施推广“第二课堂成绩单”

制度，推动第二课堂活动开展课程化和标准化体系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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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对第二课堂提出新的要求

1.1  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要求

应用型高校是指以应用型为办学定位，人才培养强调以岗位

能力形成为核心，通过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以及互动式的现代化教

学方法和手段，引导学生要紧跟时代变化、学会知识融汇与应用、

掌握技能继承与创新，提升学生的知识可转移能力。新时代背景

下应用型人才培养要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学科专业的前瞻性，

应用型高校在学科专业的建设上要紧跟产业、紧跟技术、紧跟时代，

为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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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人才培养的协同与创新性，紧密依托双创融合、产教

融合、协同育人的培养模式，与时俱进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和行业

标准，突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养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创意能

力和创业水平的应用型人才；三是对知识的融合与实践，应用型

人才强调学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和实践动手能力，重视复合型人

才的培养，需要学生厚基础、宽视角、强实践。

1.2  应用型高校第二课堂现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就

要求第二课堂必须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

好地服务学生成长成才。尽管目前第二课堂的项目形式多样、内

应用型高校第二课堂课程化建设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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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丰富 , 也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效，然而随着高校人才培养质量量化指标的需求，传统第

二课堂育人体系建设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一是课程体系缺乏系统理论支持。长期以来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第一课堂教学设计实践研究有着丰富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已经形

成良好的教育教学体系和不断完善改革探索路径。而第二课堂在课程化的背景下，要求课

程内容与各类活动相结合，国内应用型高校对于第二课堂活动如何进行课程化建设，实施

学分制制度大多处于探索初期，第二课堂课程化建设缺乏系统理论研究支持和学科支撑，

与第一课堂有效衔接不够紧密，与学校的学科专业教学中心脱节，导致投入多产出少，第

二课堂课程容易被边缘化等问题的出现；二是授课内容缺乏标准和规范。高校第二课堂活

动长期由学工队伍负责推进，专业教师这支教书育人的队伍融入程度不高，导致第二课堂

活动教学的各个环节规范性不够，缺乏科学的课程计划和教学设计，培养目标不明确，具

体教学目的不清晰，难以说请向学生传授哪些知识，培养什么能力，进行哪些教学的具体

步骤，以及如何阶段性实施教学过程中各个步骤等等，导致学生对第二课堂活动参与热情

降低，第二课堂课程化建设培养成效不明显等问题；三是课程评价存在主观和感性。目前

第二课堂课程都是以活动作为载体，活动的结束标志着课程完成，但对于课程的知识渗透

和影响力，对学生个人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的提升效果，大都通过主观和感性的评价来进

行，未能形成统一的质量量化指标评价体系。因为对第二课堂课程缺乏合理的评价标准，

导致难以实现对不同专业学生依据课程内容和培养目标要求进行差异性的过程培养 [1]。因

此新时代背景下应用型高校必须加强对第二课堂进行改革，着力解决第二课堂课程化、科

学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问题，随着团中央“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推广实施 , 制度

上“立柱架梁”已初步完成，目前需要重点解决的就是如何基于课程化育人模式，将第二

课堂从教育理念、教学设计、课程构架、质量评估等方面推进改革，将第二课堂有效融入

高校人才培养大局，切实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成效。

1.3  应用型高校开展第二课堂课程化建设意义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推进，第二课堂建设成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一块重要阵地，

应用型高校开展第二课堂课程化建设从项目过程管理方面来说，有利于系统规划高校第二

课堂项目，对项目内容、项目开展、评价机制等进行整体设计，充分融入学校人才培养大

局，明确项目的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方式，进一步提高第二课项目科学化、规范化、

制度化建设；从项目育人成效方面来说，开展课程化建设有利于将第二课堂打造成为应用

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顺应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潮流，遵循人才培养规律、高等教育规律和

青年成长规律，服务学生成长成才，加强显性数据支撑，建章立制对第二课堂项目育人成

效进行客观量化评价，让大学生通过参与第二课堂课程加强政治锤炼、提升专业实践、实

现技能拓展、形成素质养成 [2]。因此借鉴第一课堂教学管理，加强应用型高校开展第二课

堂课程化建设，固化第二课堂行为主体的权责利，十分重要且必须。

2    应用型高校第二课堂课程化原则和方向

2.1  突出目标导向

第二课堂作为第一课堂的延伸和补充，旨在适应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全面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为目标，因此“第二课堂成绩单”课程项目要清楚定位在高校人才培养链条中

的位置，要紧密结合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主动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突出目标把准

方向，促进学生素质素养提升。同时 , 应用型高校第二课堂要让学生对课程体系有较为清

晰的了解，充分考虑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不断增强学生对课程的融入感和认同感。

2.2  突出交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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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堂要紧密衔接第一课堂，形成嵌入式育人模式，要与第一课堂各个学科专业高

度融合、有效互通，整体进行教学设计、理顺课外课外各个育人环节，合理设计有利于全

面提升和个性发展并举的课程化的第二课堂项目，多层次结合培养复合型人才。同时通过

信息化系统建设与时俱进，不断推动第二课堂课程化发展，通过信息系统统筹评估第二课

堂课程是否有效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 能否精准地引导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能否产生

的社会经济效益等问题。通过第二课堂课程的体系化、智慧化建设 , 进一步推动“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着力打造“三全育人共同体”。

2.3  突出协同创新

应用型高校第二课堂课程要突出协同创新效能，课程体系的设计要与社会发展需求紧

密结合开发课程项目，第二课堂课程可依托校企“共建学院、共建专业、共建课程、共建

教材、共建平台、共建队伍”六共建来进行设计开发，实现校内第二课堂课程与企业实践

相结合，实现校内评价与企业评价相结合，实现“校企协同育人”，不断提高学生专业能

力与行业岗位需求的匹配度。同时第二课堂课程要不断创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做

到既能明确教育指向，又能固定授课内容，构建有特色、有成效的第二课堂精品课程教育

项目，用创造性的教育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在实践中将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

3    应用型高校第二课堂课程化实施框架构建与实施路径

3.1  科学完善框架构建强化制度保障

要想提升第二课堂课程建设成效，必须要充分调动专业教师参与积极性并引入竞争机

制，从体制机制上完善框架构建、强化制度保障。应用型高校要清晰定位第二课堂活动主

线，努力构建全过程、全链条式大学生成长成才服务体系，应将第二课堂课程建设水平作

为一项指标，与教师工作量和职称评定相挂钩，充分调动高层次教师投身第二课堂课程建

设，对教师第二课堂课程育人取得的成果按教学成果予以奖励和表彰，要鼓励教师将教研

与科研项目带入第二课堂课程，不断提升第二课堂课程的内涵和水平 [4]。

3.2  科学建设应用型高校第二课堂课程

第二课堂课程建设是第二课堂实施课程化的前提，要以学分制为基础，引用课程理念

引导第二课堂活动纵深化发展，应用型高校要对第二课堂活动按课程设置进行分类汇总，

明确各类课程的具体培养目标和意义，目前第二课堂主要包括思想提升类、创新创业类、

专业实践类、文体活动类等等类型，应用型高校可结合人才培养方案和第二课堂课程的价

值应用将各类别第二课堂课程设置必修类和选修类两种，必修类项目为每个学生都必须参

加并完成的学习和训练，重在提升思想引领和夯实专业核心能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通过课外实践强化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运用；选修类项目为

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特长和能力，自主选择参加的活动，重在提升大学生综合素养

和技术技能特长，让学生更好地全面发展。

3.3  科学设定第二课堂课程教学实施方式

由于第二课堂课程内容的多样性和课程形式的独特性，使得第二课堂课程在教学形式

和授课途径等过程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既能够通过传统讲授的方式进行，又能够通过实践、

竞赛、沙龙、讲座等方式，还可线上和线下同步开展。但是第二课堂课程与传统第二课堂

活动的区别是，第二课堂课程应该要具有内容的系统性和连贯性，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培

养过程、课程安排以及成绩考评等环节，要借鉴着第一课堂教学育人机理和工作体系，实

现学生参与第二课堂课程可记录、可评价、可测量、可呈现，从而构建科学、务实、有效

的第二课堂课程育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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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科学构建第二课堂课程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

因为第二课堂课程形式的多样化使得第二课堂缺乏标准的课程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

对于第二课堂课程化教学监控和评价要求必须要科学构建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要建立规

范的行政督导体系，通过多形式、多渠道开展课程督导，加强对学校开展的各类第二课堂

课程进行教学过程检查和考核，全面掌握第二课堂课程运行情况，掌握分析学生通过第二

课堂获得的学分能力拓扑图情况，通过收集实习就业单位对学生培养质量的评价，更加科

学掌握第二课堂课程培养实效。在第二课堂课程评价方法上要更加多元化，采用定量评价

与定性评价、绝对评价与相对评价、总结评价与诊断评价相结合的形式，构建第二课堂课

程 CDIO 循环完善过程。

应用型高校进行第二课堂课程化建设，能更好发挥好第二课堂服务高校立德树人和培

养新型复合人才的需要，能让第一课程和第二课堂形成合力进行协同育人，更好地培养高

水平应用型人才，更好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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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DUAN Li，ZHENG Zhi-ling
(Student Management Office of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Gnangzhou 510450，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realize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requires that the second 
classroom must tak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goal, and better serve the students to grow into talents. There a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second classroom education system, 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obvious 
results in educa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applied universities must strengthen the 
reform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and strive to solve the curriculum, scientific, standardized, and 
standardized second classroom.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issues,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second classroom into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University talent training,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training. This article takes this as a starting point 
to study the significance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the principles and directions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curriculum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 In order to better play the second classroom to 
serve the needs of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talents and cultivate new-type compound talents, better 
cultivate high-level applied talents, and better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Key words: transcripts, applied, second classroom,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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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突破

性发展，人类想象力边界的不断拓宽，科幻

小说的意义不再局限于文学范畴，逐渐发展

成了一种大众关注的文化现象。面对都市全

球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在关于未来社

会的科幻图景中，中国科幻小说表现了广阔

的宇宙时空和思维疆域，无论是钱莉芳的历

史重构，还是刘慈欣的星辰大海，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与表达，以及对于科幻

未来的中国式思考，使得中国科幻小说呈现

出了具有“中国味道”的本土化特色。

关键词：中国科幻小说；传统文化元素；中国式

思考

收稿日期：2020-07-09

作者简介：刘伟云（1983-），女，汉，广

东惠州人，文学博士，主要从事都市文学与

文化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发表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系列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

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中华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 , 不仅有“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义

担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献身精神，还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

求大同等民族精神理念，也有汉字、寓言、神话传说、历史故事

等经典文化符号，内涵极其丰富，底蕴更是厚重。源于西方的科

幻文学，历经百年的发展，在中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呈

现出了关注社会现实以及追求培养科学观的不同发展脉络。中国

科幻作家如何站在全人类的角度表现科幻，在反映全人类共同危

机的同时，借鉴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现中国审美特质，

形成中国科幻风格，是中国科幻文学实现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途

径。

1    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和经典的融入

在中国科幻作家笔下，无论是刘慈欣作品《诗云》中给地球

文明带来转机的“汉字”符号，《西洋》中以具有民族寓言色彩

的人物郑和为中心重构的历史故事，还是钱莉芳用黄河文化经典

《诗经》的字句，推导出的从未来穿越到汉代的故事，汉字、神话、

寓言、历史等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和经典故事与科幻世界中的量子

物理学、量子存储、时空机器、外星文明等科幻元素结合，变幻

出了中国科幻的无穷魅力。

刘慈欣的作品《诗云》讲述的是宇宙中拥有超级技术的神、

吞噬帝国使者恐龙大牙和地球人类伊依三者因中国古诗词发生的

故事。地球被吞食帝国征服后，使者恐龙大牙把人类伊依当成小

宠物，送给了有着至高地位的神，在神眼中地球世界却是思想猥琐、

行为低劣、历史混乱和肮脏，如杂草和青苔一样的存在，这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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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悬殊的不同文明，却因一种“方形的符号”——汉字，有了转机。一种用汉字表达的艺

术——古诗的内涵和魅力深深吸引了神，神化身“李白”，利用大数据和科技创造了后世

只能复制不可能超越的“诗云”，神看似胜了李白，但神却长叹一声，因为他看到了技术

在艺术上的极限：作为量子存储器的“诗云”，虽然包含了人类历史上的全部文字信息，

但是神却无法编出具有古诗鉴赏力的软件，因此他创造了，却最终无法得到诗词的巅峰之

作。

“是的，我就是一名宇宙艺术的收集和研究者，我穿行于星云间，接触过众多文明的

各种艺术，它们大多是庞杂而晦涩的体系，用如此少的矩阵中涵含着如此丰富的感觉层次

和含义分支，而且这种表达还要在严酷得有些变态的诗律和音韵的约束下进行，这，我确

实是第一次见到……”。[1]83 刘慈欣借神的视角，用神的感慨，突出了汉字优美的写意性

形体，以及所蕴藏着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背后的故事。当代表宇宙中高级文明的神鄙

夷地球文明，要将伊依扔进焚化炉，是汉字这种方形符号，以及它组成的简洁的方块矩阵

吸引了神，为伊依赢得了生存和说话的权利。当使者恐龙大牙想解释诗歌，伊依说“这是

一种只能用古汉语表达的艺术，即使翻译成人类的其他语言，也就失去了大部分内涵和魅

力，变成另一种东西了。” [2]80 当神自信技术能超越一切，能用技术超越汉字组成的中国

古诗，伊依发出的是反抗的声音，“这与技术无关，这是人类心灵的精华，不可超越”。[3]85

伊依的话恰恰体现出汉字反映的不仅有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还有地球人类在面

对生死存亡危机时刻的情感系带。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汉字，是造字

者对所观察事物的描绘，是以世界为对象的，有着一字一个音节的表意特点，每个字都有

特定含义，随着社会和语言的发展需求，一元化的象形构字演变成了二元化的形声构字，

传递着来自古代社会的讯息，可以说，汉字，承载了中华文化传承的重任，是认识和了解

中华文明的“活化石”。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未来，面对更高级的外星文明，在艺术与技

术、不同种族文明的对话中，看似古老而无用的古诗，纯粹、独特的汉字符号，支撑起了

源于民族文化自身的骄傲和自尊。

黄河文化经典《诗经》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历史科幻作品《天命》前封里中“天

命玄鸟 降而生商 宅殷土芒芒” [4] 正是出自《诗经·商颂·玄鸟》，作者钱莉芳借用神鸟

生商的美丽传说推导出一个从未来穿越到汉代的历史故事，从《诗经》故事剥离出了华夏

传承的秘辛。未来人类因争夺资源爆发战争引发了大洪水，为了避免全球大灾难，他们利

用新技术将洪水引入“归墟”，然而因技术不成熟，洪水被倾泻到了远古——尧舜时期，

有果就有因，有因必有果，为了了解远古时空的信息，他们制作了黑色的鸟形飞行器，载

着蕴含未来人类海量信息的“鸟蛋”飞向远古。商朝人始祖中的女子简狄吃了鸟蛋，生下

了商的祖先契，成了玄鸟族，也继承了来自未来的强大智慧，历史中忠贞爱国的苏武，在

故事中有了新的身份——玄鸟族传承人“受命者”。拥有预知未来、改天逆命智慧的苏武，

没有贪图升官晋爵，名满天下，在认识到分叉宇宙观和回环历史观中，苏武选择尊重历史、

甘于无名，成就了一个坚韧、宽容、勇于牺牲的英雄形象。神话传说、上古历史、民族寓

言与未来的灾难在钱莉芳笔下融合，她借用历史谜题的设计和解谜过程，言说上古时期、

商朝历史和汉代人物，进行历史的科幻式重构，其中充满着古代社会的习俗和语言，呈现

出了具有东方魅力的中国科幻。

2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科幻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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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都市化的演变，西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时代的冲

击与挑战。以刘慈欣、钱莉芳为代表的科幻作家，在科幻创作中不仅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符

号和文化经典内核，也追寻传统文化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正面价值和意义。保民利民安民的

民本思想，深植于民族心中的爱国精神，勇于牺牲、自觉承担使命的历史担当，这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与科幻的碰撞，激荡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吸引力和影

响力。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开始于夏商周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发展，

最后定型于汉代，历史科幻小说《天意》故事设定的背景正是民本思想定型的汉代，可见

作者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良苦用心。《天意》以韩信为主角，历史中的悲剧英雄，在科幻

架构中，摇身成为拯救人类文明的救世英雄，一样的英雄却拥有了不一样的使命。载着外

星人龙羲的星槎降落在了海中被损毁，外星人龙羲一面制作能控制时间的神器以扭转时空；

一面帮助人类发展文明并寻找一个工程的领导者以完成填海工程并实现海陆转换。出身贫

寒、毫无背景、曾受胯下之辱的韩信，在被现实逼到绝望的境地时，成了龙羲继秦始皇、

张良后物色的最合适的填海工程领导者，龙羲利用时间机器给韩信提供了一条战时通道，

即史书中记载的陈仓古道，从此打开了韩信的命运之门，韩信成为权倾天下、名扬四海的

王者。然而当韩信得知移山填海将导致人类千年历史被覆盖，一切复归蒙昧，人类文明毁

灭时，面对不劳而获的天下、王图霸业的诱惑，他毅然扔掉可以助其统治天下的九鼎之心，

甚至不顾强弱摧毁了龙羲的巢穴。为了让聪慧的身边侍女季姜穿越到未来揭开龙羲的阴谋，

为文明的存续奋力一搏，他身怀旷世才华而留在汉朝甘心就戮，体现出了韩信保民利民安

民的人文精神和历史担当。作品中还多次借用人物之口凸显民本思想，当季姜追问何谓天

道时，韩信告诉她：“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就是天道！九鼎的存在，使帝王们不必费心于

用仁政讨好民众，而只需仗着器物的神力维持统治，这是违背天道的。”为了避免统治者

依赖神物有恃无恐，获得统治霸权，施行暴政，他毁去九鼎，因他相信天道必长存。面对

沧海客提出的为何面对刘邦各种举动而不抵抗时，韩信直言：“兵者，凶器也；争者，逆

德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是止戈为武，是用尽量少的伤亡制止更

大的伤亡。”在知道韩信决意为人类文明奔走牺牲，季姜只能为自己的大王慨叹：“顾念

天下苍生的安危，甚于顾念自己的生死荣辱。”故事结尾，季姜穿越到了文明高度繁荣的

现代社会，写下了龙羲的阴谋；在《史记》中，她看到了韩信被贬谪、软禁、诛杀，但她

知道，在为人类文明的存续中，韩信完成了他最艰巨的使命。作为历史老师，作者钱莉芳

尊重历史规律以及历史中的人物形象塑造，而科幻谜底的设计，又将我们熟知的上古神话

和秦汉历史人物命运碰撞出新的火花。面对全人类文明毁灭的危机，钱莉芳将保民利民安

民的人文精神和民本思想与科幻结合，将历史中在君臣悲剧中被杀的英雄韩信，塑造成牺

牲自我、保民利民、延续人类文明的孤胆英雄形象，凸显了民本思想在中华文明传承中的

重要价值和意义。

在巨大的时空尺度中，无论是《天命》还是《天意》，钱莉芳笔下历史人物有了新的

使命与意义，古代生活习俗如梳头的融入，对话中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交错使用，使得作品

的历史韵味更显厚重，钱莉芳的历史科幻让我们感受到的是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结，中华传

统文化思想的当代价值在她笔下有了新的表达。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里，他所构建的宏大

景观背后，同样深深印刻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诗云》里，刘慈欣借用中华传统文

化中的诗歌艺术反诘高度发达的技术，凸显了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即使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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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带上她的眼睛》中的“落日六号”领航员向地面世界

发来的告别声音是：“……你们发来的最后一份补充建议已经收到，今后，我会按照整个

研究计划努力工作的。将来，可能是几代人以后吧，也许会有地心飞船找到落日六号并同

它对接，有人会再次进入这里，但愿那时我留下的资料会有用。” [5] 尽管被困地心深处，

领航员仍然坚守工作岗位，坚持地心探险研究，因科学因理想信念战胜了常人无法理解的

困难。《光荣与梦想》讲述的是国家被封锁，长期处于贫穷饥饿状态的马拉松运动员辛妮，

参与了和平视窗计划——模拟真实战争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的成绩将成为所在国家

获得或失去一项权利的象征。为了升起苦难祖国的国旗，她点燃了与体育老师奥卡共同的

光荣与梦想，用最后的生命跑到了头。虽然故事设定在西亚，但作者刘慈欣借用辛妮的一

往无前，表现的却是当祖国身处逆境需要一种精神支撑时，一个个个体的努力就是理想信

念所在，就是使命所在，就是光荣与梦想的方向。传统文化思想在当代焕发出的生命力和

闪耀出的光芒，在刘慈欣宏大的科幻叙事背景下，尤其动人心魄。

3    科幻未来的中国味道

央视节目《朗读者》关于“那一天”的主题朗读中，刘慈欣分享了他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亲眼目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那一天的感觉：“宇宙之广阔

远超过我的那种很天真的想象”。新中国成立、历经改革开放再到进入 21 世纪，中国从

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科学技术发展日益加快的步伐中，中国科幻小

说的想象空间在表达现代化和都市全球化的进程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在当下，还没有

一种文学形式能像这一形式那样肩负着谋划民族和世界未来的责任。”[6] 在关于“科技”

和“未来”的想象中，科幻的意义不仅在于让我们看到星辰大海，还在于将人类的危机意

识提升到生存的高度，中国科幻小说家在宇宙想象和现实的建构中融入中国元素，表达了

对科幻未来的中国式思考，呈现出了具有“中国味道”的本土化特色。

刘慈欣被认为“成功地将极端的空灵和厚重的现实结合起来，同时注重表现科学的内

涵和美感，努力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文学样式。”[7]2002 年获得中国科幻“银河”

奖的作品《中国太阳》，刘慈欣直接演绎“中国元素”的技术内核，作为改造国土生态的

超大型工程——中国太阳工程。没读过多少书，仅仅为了喝一口不苦的水，从广阔干裂的

西北土地上走向城市的水娃，因捉摸不定的机遇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人生奇遇。因中国太阳，

水娃先后经历了他的托勒密时代、哥白尼时代、牛顿时代、航天时代，直到真正了解中国

太阳，走进中国太阳，最后把中国太阳作为恒星际飞船，航向宇宙深处。刘慈欣在《朗读

者》与主持人董卿的对话中曾说过，看上去很普通的火箭，一旦点火发射，突然发出来的

光芒，以及震撼的雷鸣般的声音，会让火箭拥有神性一样的东西。50 年前“东方红一号”

升空时传回的《东方红》乐曲，六七岁时的刘慈欣不知是否听到了，但是那片光芒、那雷

鸣般的声音肯定成为了他心灵的里程碑，中国人开始抬头仰望星空了。刘慈欣关于中国太

阳的构想，不仅是中国国力强盛的文化映射，也在关于未来的现实构想中体现了中华传统

文化中追求梦想以及求索创新的伟大民族精神。

面对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面对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带来的挑战，钱莉芳古为今用，

韩信的舍生取义制止了外星人的阴谋，苏武不干预历史的态度充满了关于时空、关于未来

的中国式的历史思考和情怀。在对未来的想象中，刘慈欣扎根中国现实土壤，《地火》中

的刘欣为了实现煤矿工人“不要下井”的理想，一次次地实践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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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化媒成了现实，固体煤炭成了过去的时代；《烧火工》中老烧火工的坚忍与耐力，以及

懂得“爱“的萨沙的正心诚意与一诺千金的诚信态度；《乡村教师》中朴实的乡村教师面

对村民的愚昧、恋人的离去以及癌症痛苦的侵袭，拼尽最后一丝气息向学生传授关于鲁迅

的思想，关于物质世界的道理。“那种在两代生命体之间传递知识的个体……他们叫教师”[8]。

普通的人、平凡的岗位，体现的却是一个时代的使命与担当。刘慈欣曾说过，科幻的主题

一般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主题，反映的危机也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与中华传统文化

中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的思想观念不谋而合，这也成为中国科幻作家作品中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思想的重要资源。《欢乐颂》中，世界和平、文明对话、人类发展面临着一个共同

的难题：在一个利益为先、功利为主的社会，联合国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在联合国解

散前的最后一届联合国大会的音乐会上，一面在宇宙中流浪的镜子来到了地球。作为音乐

家，镜子以太阳为琴键，白昼与黑夜构成节拍，轮番演绎了贝多芬风格、巴赫风格、人类

历史的演变、时空的秘密，人类在音乐中不仅感受到了合奏的镜像、宇宙的镜像，同时共

同醒悟到：“与未来所避免的灾难相比，我们各自所需做出的让步和牺牲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所面临的，毕竟只是宇宙中一粒沙子上的事。”[9] 联合国有了继续存在的意义。镜子

离开前的演奏乐曲《欢乐颂》由中国领导人提出，联合国两百多人共同演唱，并由镜子向

宇宙传播，表达的是正是中国追求和平的美好愿望，以及在人类共同发展中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开创未来天下大同文明的理想目标。

4    结语

中国科幻是关于未来的文化，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文化映射，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基因。刘慈欣说过：”中国科幻的民族性，既源于古老的中华文化，又包含我们民

族面向未来的种种可能性。……[10] 不管是他不断拓宽想象力边界的宇宙科幻还是钱莉芳将

历史与科技元素完美结合的科幻，其中所体现的正是作家看待现实、展望未来的独特视角，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思想观念和文化符号，成

为穿越时空的文化精神力量，成为中国科幻的精神内核，在人类文明发展以及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时代主题中将发挥重要的文化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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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writers Liu Cixin and Qian Lifang

LIU Wei-yun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1St  century, with the breakthrough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broadening of the boundary of human imagination, the meaning of science 
fiction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scope of literature. It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cultural 
phenomenon and attracts public concern. In the face of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process of urban globalizatio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shows the vast space and domain 
of thought in the science fiction picture about the future society. Whether it is Qian Lifang's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or Liu Cixin's star sea, the integration and express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s well as Chinese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of science fiction, make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present the loc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with "Chinese flavor".

Key words: Chinese science fictions;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Chines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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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16 日，广东白云学院党委副书记易钢，广州松田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张毅

一行 8 人赴江西科技学院考察学习，

双方就学校党的建设、大学生思政政

治教育、学生社团、创新创业、工会

工作等进行了充分交流。

江西科技学院党委书记、督导专

员邓弘，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黄辉玲、

闵桂林，纪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夏拥

华以及宣传部、统战部、学工部、工

会等部门负责人热情接待了易钢一行

并介绍了学校相关情况。

江西科技学院是一所以工学、管

理学、艺术学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全日制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学校前

身是创建于 1994 年的江西省高级职

业学校，1999 年经教育部批准成为

普通高职院校，2005 年升格为普通

本科院校，2009 年获批为学士学位

授予单位。学校设有智能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城市建设学院、管理

学院、财经学院、外国语（国际教育）

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音乐舞蹈学

院、医学院、教育学院、文化与传媒

学院共 11 个二级学院和 3 个教学部。

开设了统招本科专业 39 个，统招专

科专业 35 个。建校 25 年来，江西科

技学院办学实力和办学影响力不断增

强，连续多年在中国民办大学排行榜

等多个榜单上名列前茅，成为江西省

民办高校的领头羊。

15 日下午，易钢、张毅一行参

观考察了智能工程学院党员活动、文

化与传媒学院党员活动室、学生宿舍、

蓝天驾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基地、

保卫处、红绿蓝众创空间、机关支部

党员活动室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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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上午，易钢、张毅一行与江西科技学院进行了座谈交流。江西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黄辉玲从办学历程、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工作、科研工作等方面介

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闵桂林介绍了团委、学工、招生就业等方面的

工作；纪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夏拥华介绍了学校党建工作、学生社团工作、工会工作等方

面的情况。

会上，易钢副书记对江西科技学院领导毫无保留地介绍经验和热情接待表示特别感谢，

他表示，江西科技学院在党的建设、思政课建设、学生社团管理、工会工作等方面取得了

突出成绩、创造了宝贵经验，非常值得借鉴学习，希望双方今后进一步加强交流，取长补

短，共同发展。座谈会上，双方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学工部、工会、思政部（马克

思主义学院）等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对口交流。

我校党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李林，党委宣传部部长曾进，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郭华鸿，工会副主席荣丹，学生工作部副部长段立，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陈何捷一同参加考

察学习。

合影留念

（图文 / 宣传部：曾进、何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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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学习现场

（图文 / 党委宣传部：周钰滢、谢芷殷、曾进）

9 月 14 日下午，学校党委在西校区

国际会议厅组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

大）第四次集体学习，学校党委委员、宣

传部部长曾进作中心发言，发言主题为《增

强忧患意识，做好突发舆情应对》。北校

区以视频会议形式参加学习。会议由党委

副书记易钢主持。

曾进首先带领大家学习了《习近平谈

治国理论》第三卷中关于“增强忧患意识，

防范化解风险挑战”这一专题，重点阐述

了为什么要增强忧患意识。他的发言共分

三部分：一是当前我国面临哪些风险挑战。主要包括：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经济领

域风险；科技领域风险；社会领域风险；外交领域风险和党的建设方面风险挑战。二是怎

样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包括：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从源头上防范风险；加大开放力度，提

升抵御外部风险能力；提高创新能力，增厚风险缓冲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着力降

低社会风险；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凝聚民心增强信心。三是全媒体时代高校突发舆情应对

策略。学校要运用好新媒体、管理好新媒体；要建立健全舆情监控系统，及时了解掌握舆

情动态；面对突发舆情，权威信息要及时发布、主动发布，让事实和真相跑在谣言前面；

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评论队伍，发挥主流声音的引导力。

认真听取中心发言后，党委副书记、校长黄大乾在会上作了讲话。他表示，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是学校党委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组织形式，是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强化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学校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制度，大

家一定要树立理论学习意识。学习要坚持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展开，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

效。当前，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学校在开学和新生报到过程中，也面临许多风险挑战，

我们一定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强化风险意识，做到未雨绸缪，提高风险化解能力。

党委委员、校长助理肖军田在发言中表示，当前，学校开学和迎新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随着大量学生的到校，学校在食堂就餐、宿舍分配等方面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一

定要增强服务意识，做实做细各项工作，注重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在新媒体时代，处置应

对突发舆情，要做到及时发布，主动发布；面对疑问、猜测，要诚恳沟通，及时化解矛盾。

会上，党委副书记易钢还就下一步中心组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作了部署，

他强调，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原原本本地学，通过自学，读原著、悟原理；要联系实际学，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运用正确的观点、理论、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要树立问题导向，注重学

习实效；学校领导和学院领导在新学期开学之际，要带头讲好思政第一课，注重开展法治

教育；要创新学习形式，中心组集体学习中心发言，既可以采取党委计划安排的方式，也

可以采取自我报名、推荐人选的方式进行。

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二级党组织书记、党委办公室、党委组织

部、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教务处、实践教学中心、德育研究所、就业指导中心、保

卫处、总务处、学生处、武装部、团委相关负责人参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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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风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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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上午，学校党委在西

校区儒学堂组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开展第五次集体学习。此次

学习特别邀请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

院长丁晋清，作关于学习《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专题辅导报告。北

校区以视频的形式参加学习。

学校领导、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成员、副处级以上干部、各二级党组

织、各党支部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

义学院全体教师及各二级学院部分党

员教师、学生党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党委副书记、校长黄大乾主持。

会上，丁晋清结合国内外历史、现实情况，从历史地位、内容框架、理论特征等方面

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进行了深入地阐述，并与大家交流分享了他学习《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体会与思考。他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对党的十九

大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是对习近平新思想的进一步系统化阐述。该书集中展示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为我们战胜今后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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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社科院副院长丁晋清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专题辅导报告

西校区报告会现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丁晋清作辅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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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党委宣传部：周钰滢、吴斌、曾进）

丁晋清指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与第一、第二卷在相辅相成，在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等方面都有新的阐释。同时充分显示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中，居安思危的忧患意

识。他强调，我们要通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进一步把握习近平新思想的

历史地位。习近平新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旗帜和精神灵魂，是对初心的坚守、对使

命的担当。高校作为党的思想教育阵地，更应该不断增强对新思想的认同，全面系统地把

握思想理论体系。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来追求真理，进一步学习好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断提高我们的科研水平、教学能力、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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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校区报告会现场

党委副书记、校长黄大乾主持报告会 党委副书记易钢在报告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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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7 日下午，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何汉武一行校领导来我校北校区交流学习。广

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何汉武，副校长陈珊兴，校办公室主任吴浩，基建

处处长林子东，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院院长朱永平，总务处副处长曾庆生，我校校长黄大乾，

校长助理陈峰，董事长助理黄若海，总务处处长欧阳志强，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龙晓凤，总

务处处长助理祝灿辉出席本次交流会。

会议伊始，校长黄大乾首先向来访的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何汉武及其随访人员

表示欢迎，并谈及两校间多年来互访交流的历史渊源。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何汉武

也对我校北校区的新校园建设表示赞赏，同时对我校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会议中，黄大乾校长主要从学校基本情况、新校区建设、校园整体建设规划和专业建

设等几个方面对我校作了整体的介绍和阐述。他表示，白云学院作为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联

盟发起和理事单位，十分重视职业教育和专业对口，学校的办学宗旨始终围绕职业发展和

就业需要，力求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基建处黄若海主要介绍了北校区一期二期的校园建

设与规划，展示了我校新校区整体面貌。近年来学校发展迅速，尤其是新校区的建设和发

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一期校园建设基本完成，二期也开始动工，广东工贸与会代表在

观看了我校整体规划建设图后也对广东白云学院近年来强劲的发展势头表示肯定，并简要

介绍了工贸学院的校园发展及专业特色。

两校领导在会上还就工科相关专业的资源共享、协同发展方面进行了深入磋商和探讨。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何汉武校长一行来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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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乾校长与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领导进行座谈交流

（图文 / 综合办：张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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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丹桂飘香。9 月 10 日下午，在第 36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广东白云学院在

西校区小礼堂隆重召开庆祝教师节暨先进表彰大会，北校区在学术报告厅以视频形式参加

表彰大会。

校长黄大乾，党委副书记易钢，副校长吴立平、程玮，校长助理李红英、陈峰出席会

议，校长助理李红英主持会议。     

会上，易钢副书记宣读获得国家、省、市表彰（奖励）的单位或个人名单以及获得学

校教学科研成果奖励单位或个人名单。吴立平副校长宣读《关于表彰 2019-2020 学年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在热烈的气氛中，学校领导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奖。对机电工程学院等 10 个先进集体，

郭保生等 70 名优秀教师，朱玲等 10 名优秀辅导员，龙晓凤等 55 名先进工作者予以表彰。

黄大乾校长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首先

向全体教职工致以节日的祝贺与问候以及向

获奖的教职工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向新加

入白云的 100 多名教职工表示诚挚的欢迎。

他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学校以教育部本

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推动教学改革，大

力提升教学质量，科研成果丰富。广大白云

教职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扬“敢为人先、

追求卓越”的白云精神，践行 “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育教学理念，淬炼师德师能，践行

育人使命，教育、感染、影响了一批批白云学子，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黄校长强调，今年是学校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学校进入了一个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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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高水

平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的愿景和目标深入人心。面对新的征程，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坚持立德树人，坚持“四个回归”，推进内涵发

展，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弘扬高尚师德，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恪尽职守、奋发有为，

学校庆祝第 36 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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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党委宣传部：周钰滢、综合办北校区龙晓凤）

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在教书育人的伟大事业中实现人生价值，共同开创白云学院崭新的

历史篇章。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郭华鸿作为先进集体代表发言；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招建贞作为

先进个人代表发言。学校部分教师代表参加表彰大会。

先进集体代表郭华鸿发言

黄大乾校长为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校领导为先进集体代表颁奖

校领导为部分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校长助理陈峰在北校区为先进集体代表颁奖

先进个人代表招建贞发言

黄大乾校长、吴立平副校长为先进集体代表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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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 和 9 月 15、16 日， 是 我 校

2020 级专插本新生和本科新生报到注册的

日子，来自五湖四海的 8117 名新同学汇

聚白云开启了新的学习征程。在本次迎新

报到处，为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

学，我校在西北校区各学院分别开设了“绿

色通道”办理点，确保迎新活动有条不紊

地进行。

提前安排，新生还没到校便能完成在

线审批

迎新之前，学校领导就十分关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要求一定做好家庭经济困难新生

入学的保障和服务工作。为了简化绿色通道报到手续，学校教育技术中心在迎新系统网上

注册流程中专门开设了国家助学贷款通道，每位有需要的同学只要按照操作要求上传贷款

回执或者贷款受理证明，学生资助服务中心便可直接在后台快速审核直接减免贷款金额，

学生未到校便可提前在线上完成申请审批，便捷、高效地办理好入学注册手续。

快速办理，绿色通道真正成为“快速通道”

迎新报到现场，学校领导分别到各学院详细了解迎新工作情况，尤其特别关注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的绿色通道工作，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为了提高办

事效率，我校对部分用上国家助学贷款也不足以凑足学费的学生现场办理缓交手续，快速

通过绿色通道注册报到，全方位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无忧入学。截止报到当

日统计，通过绿色通道入学的新生中，专插本新生和本科新生共有 1413 人办理了国家助

学贷款，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学费达 1130.4 万元。除此之外，共有 82 名专插本新生和本科

新生办理了学费缓交手续，缓交金额达 687481 元。

广泛宣传，给家庭困难学生吃下“定心丸”

迎新绿色通道并非报到当天才开始搭建的，早在高考结束后我校招生工作开始时，学

校便启动学生资助咨询热线，随时接受新生咨询，为新生解答疑惑。同时，随录取通知书

邮寄资助宣传材料，通过学校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资助政策，加大对国家、学校资助政策

的宣传力度。各二级学院辅导员也提前电话沟通联系、建立新生微信群等，向新生推送学

校各项资助政策及办理流程，让学生多渠道充分了解资助政策，切实解除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报到入学的后顾之忧，让家庭经济困难新生放心来报到。

绿色通道是点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学道路上的第一盏绿灯，也是新生感受学校资助

温暖的第一扇门。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在保障每一位新生都能顺利入学之外，也将继续通过

奖、勤、助、贷等全方位的奖助体系，帮助每一位白云学子顺利完成学业，为每一位学生

的大学梦保驾护航。

学校为家庭困难学生畅通绿色通道：

新生入学“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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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处处长邓建侠现场审批绿色通道手续



39

9 月 6 日，天朗气清，阳光明媚，白云学院

的校园里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学校里迎来了 2000

多张“新面孔”，他们便是 2020 级专插本的同学们。

根据学校的安排，他们是今年首批抵达学校的新

生，从这一天开始，他们成为一位崭新的白云人，

正式开启两年全新的生活。

为了让专插本新生顺利报到，白云学院各部

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做足准备。早上 8 点，

校门指引、现场报到、防疫消毒等各项工作的志

愿者们已经各就各位。专插本的新同学经过安全

检测后，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准确地到各自的学

院进行报到。递交资料、核对信息、领取相关的

流程单……整个报到过程井然有序。各学院的志

愿者耐心地给新同学解答疑惑，介绍校园环境、

院系情况。天气炎热，志愿者帮着新生领着大包

小包的行李，行走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汗水湿

透了他们的上衣，但也没有影响他们前进的脚步。

疫情之下，许多高校提出了随同家长不准入

校的原则。许多家长觉得不能好好的看一下孩子

的校园，了解一下孩子的宿舍情况，十分遗憾。

白云学院也考虑到了家长的感受，允许一名家长

陪同入校。学生家长表示，学校的做法非常人性化，

志愿者也都很热情，帮着带路搬行李，非常周到。

面对部分学生宿舍分布在广东白云学院东区，

步行距离稍远的情况，学校在校门口设置了行李

寄存处，车队调度车辆往返学校东西两区，接送

新生前往东区宿舍。机电工程学院还十分贴心地在报到现场设立了休息区供家长休息。

在排队办理现场报到的学生中，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人力资源专业的黄同学对新生入

学“绿色通道”资助政策存在一定的疑问，向现场的志愿者寻求老师的帮助。黄同学告诉

笔者，学院老师十分耐心地解答了她的问题，对具体的流程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她对于

在白云学院接下来的生活也是充满期待，说道：“接下来希望早点考过大学英语四六级和

教师资格证，争取明年开始准备一下公务员考试。”

据悉，我校 2020 年共录取专插本新生 2432 名，是专插本新生数量最多的一届。为了

让专插本新生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尽快投入到新一轮的学习当中，学校为新生准备了相

应的入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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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插本学生报到，广东白云学院迎来

2000 多张新面孔

（图文 / 党委宣传部：周钰滢）

行李消毒区

新生报到现场

前往东区的摆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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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广东省教育厅公布了 2013 年

至 2019 年上半年参加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的高校整改情况检查结果，我校审核评估整

改喜获“优秀”等级。 

2019 年 2 月 至 2020 年 2 月， 学 校 按 照

专家组的《广东白云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

评估专家组审核评估报告》，迅速制订整改

方案，对表对标，全面整改。根据专家指出

的问题和不足，梳理出 37 个整改项目和 41

条整改措施，明确了牵头领导和责任部门，

提出了整改举措和完成时限，确定了整改工

作验收方式等，为切实完成整改任务奠定了

基础。

通过整改，学校各项工作尤其是人才培

养和本科教学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定位和目

标更加明确、师资队伍更加优化、教学资源

更加丰富、培养过程更加科学、学生发展更

加充分、质量保障更加完善、办学特色更加

鲜明。譬如，在师资队伍优化方面，2019 年引进专任教师 165 名，专任教师数量比 2018

年净增 137 人，“双师型”教师比例由 2018 年的 38.5% 提高至 41.5%。2019 年高级职称

教师比 2018 年增加 43 人，博士学位教师增加 8 人，高级职称教师比例达 34.8%。在改善

教学条件方面，2019 年，学校完成了北校区首期工程项目教学楼、学生宿舍楼、实验楼

等 8 幢建筑物、总面积 300968.5 ㎡的建设任务，并配套了体育场室；两个校区新增体育

设施设备 670 台套。在课程资源建设方面，与 2018 年相比，全校通识教育课程增加了 46

门，学科专业基础及专业课程增加了 805 门。2019 年，有 3 门课程通过省级精品资源共

享课验收，新增 1 门课程获批省级在线开放课程立项建设。在育人环境营造方面，学校落

实“文明修身工程”和“励学笃行工程”两大优良学风创建工程，全面推进“第二课堂成

绩单”制度。近三年以学生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133 篇，获批专利 23 项，“挑战杯 创青春”

创业竞赛、“挑战杯”学术科技竞赛等比赛，学生获奖数量不断创学校历史新高。

尽管整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学校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建设及未来发展的预期

还存在差距和不足，学校将根据省教育厅《广东白云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材料

专家组审核意见》进行持续改进。对于已经整改到位的，适时开展“回头看”，巩固整改

成果，防止类似性、重复性问题发生；对于一些需要中长期解决的问题，加大督促检查力

度，跟踪落实，切实把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转化为推动学校内涵发展的动力。

我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获“优秀”等级

（图文 / 教务处：李念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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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3 日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
见面会现场

2019 年 5 月 23 日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工作
总结暨整改动员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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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9 日上午，我校召开与澳大利亚国王学院对接国际特色改革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研讨（部署）线上会议。副校长吴立平，教务处处长李念良、刘诗安教授，会计学院

和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院长、副院长、系主任，会计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 4 位专业负责人参加会议。李念良处长主持会议。

首先，李念良处长对我校与国王学院对接的 4 个专业 2020 级人才培养计划制定要求

等进行说明。按照集团要求，2020 级人才培养方案将实行一校一策，课程、教学大纲及

核心内容要按照国王学院的要求执行，部分内容，如教材、双语教学比例可以自行调整。

引领国际特色改革专业要把握两个核心要求：一要确保前两年按要求开出 8 门专业课程；

二要确保按照集团要求开展英语教学。

随后，吴立平副校长发言表示，扩大专业影响力要遵循四个原则，即有利性原则、多

元化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和资源共享原则。她希望大家围绕以下问题进行研讨：人才培养

方案模板及学分设置是否统一？学生是否需要进行分流培养？采取何种方式，分流培养的

比例如何设定？英语教学是否要进行改革？此外，学校将采取激励保障措施，以保障国际

特色专业改革顺利推进。

随后，与会人员发表意见和建议。大数据学院教学副院长、软件工程专业负责人徐宝

林、会计学院教学副院长、财务管理专业负责人李炜、会计学专业负责人李秀莲、计算机

与科学技术专业负责人李春平分别就 2020 级人才培养方案模板及编制、双语教学如何开

展、师资培训、考核方式、激励制度等进行交流和研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及建议。

刘诗安教授发言，强调把劳动教育课程纳入各专业 2020 级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国际特色对标国王学院，四专业今年率先“开跑”

（文 / 教务处：沈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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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三年的准备，我校于 10 月 15 日和 16 日迎来了 IEET 认证专家团远程访评，这

也是 IEET 第一次以远程的形式开展专业认证访评工作。

为推进广东白云学院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国际化进程，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教育体系

的新途径，创新人才培养理念和模式，完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专业于 2018 年 5 月申请了中华工程教育学会（IEET）专业认证（EAC），这是我校

第一个专业在国际化的平台上审视、研究和改进人才培养质量，探索实践国际化专业建设

及人才培养路径的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新共识。

为迎接这次访评，学校、学院都高度重视，出台文件，以多种形式组织学习、培训。

特别是疫情期间学校、教务处和机电学院全体教工投入攻坚战，为访评做准备。

10 月 15 日上午，认证团检视了学校与机械专业简报影片，与吴立平副校长、机电工

程学院院长曹玉华教授、副院长李林副教授及专业负责人游小平教授等相关领导进行了访

谈。认证团专家对我校及机械专业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高度肯定，并针对自评报告书中“教

育目标”和“Capstone 课程”等方面提出建议。随之，5 位机械专业校友代表、5 位业界

代表分别与认证团进行访谈，深入了解机械专业毕业生成就、专业与业界的合作关系等。

下午，认证团专家以视频形式检视我校机械工程教学实验中心、智能制造实验中心及

机电工程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并与 20 名学生代表和 6 名教师代表分别进行访谈，

深入了解课程规划、教学成效及学生学习成效。

10 月 16 日上午，学校教务处处长李念良代表学校回应认证团提出的问题，并进一步

就校、院行政支持与经费等议题作出一一解答。随之，认证团专家与机械专业负责人就访

评工作进行总结。

下午二点，IEET 联络员向我校递交认证专家“离校意见书”。意见书中，认证团对

照 EAC 认证规范，给出了每项认证规范的优点与建议。认证团充分肯定了我校“以学生

为中心”的办学理念，机械专业的理论课程、实验、实习与实训等实践课程设置、学生在

各类竞赛、创新创业等方面的成效；高度赞赏机械专业教师在教学、辅导学生及与学生互

动上的成效；对学校给予机械专业实验中心、教学设备及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大力支

持倍感欣慰。同时，认证团也从国际交流、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建议改进事项。

我校迎来首个 IEET 专业认证远程访评

（文 / 机电工程学院：冯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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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上午，党委书记刘剑锋走进西校区至善楼 211 教室，为 2020 级新生开讲思

政“第一课”。他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青年使命担当”为题，与刚刚跨进校门的大

学生们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互动与交流。

刘剑锋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作为引言，从国际

力量对比之变、世界格局之变、科技革命之变、现代化发展模式之变等角度阐释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提出背景与科学内涵，系统分析了大变局下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和中

国在这种大变局中承担的重要角色。课程的最后一部分，他结合学生实际，重点分析在大

变局中当代大学应该承担相应使命担当。寄语同学们要在大变局中尤其在全球抗疫的中西

价值理念、执政方略、治理模式、精神塑造等对比中坚定“四个自信”；在大变局中坚定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中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在大变局中深刻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并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刘剑锋的授课既旁征博引、高屋建瓴，又循循善诱、细腻生动，在开拓了学生的理论

视野与思维的同时，也给学生以深刻的启迪和深深的鼓舞。在互动环节，学生踊跃提问。

当一位学生问到作为新生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时，刘剑锋给予表扬并从政治

学习、专业学习等方面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明和指导。

听完课程后，学生们纷纷表示，一定牢记学校领导的殷切嘱托，努力学习，练就扎实

本领，坚定理想信念，勇担历史使命，不负青春，不负美好时代。

书记、校长讲“第一课”在我校已成制度化、常态化。本学期，6 位校领导一同走进

思政课课堂，是学校党政领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

为重点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重点学科、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重要课程进行重点建设

的重要举措。

200 余名学生和部分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一同聆听了刘剑锋书记的讲课。

党委书记刘剑锋开讲思政“第一课”：            

与学生对话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青年使命担当

刘剑锋书记在课堂讲课 授课现场

（文 / 马克思主义学院：郭华鸿   图 / 党委宣传部：吴斌）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JRUAT   2020-12-25    第 27 卷第 2 期



44

（图文 / 建筑工程学院：颜英、徐建良）

9 月 17 日，广东电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廖群雄一行前来参观我院装配式建筑轻钢

薄壁研发平台建设情况，广东白云学院校长黄

大乾教授向廖群雄董事长一行介绍了装配式建

筑轻钢薄壁研发平台的研发与建设情况。

《广东省轻钢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开发中

心》（以下简称《开发中心》）项目，是由建

筑工程学院院长郭保生教授牵头立项的省级项

目，日前，邀请了国家住建部专家及 20 多家国

内知名装配式轻钢薄壁企业，进行了行业标准

的研究和制定，并将正式启动《装配式冷弯薄

壁型钢结构施工及验收规程》的编制工作，《装

配式建筑标准图集》也正在编制并即将完成，

我校在国内装配式建筑轻钢行业的知名度越来

越大，吸引了建筑行业大企业的注意。

广东电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广东民营企业百强，年产值 700 多个亿， 

是一家以建筑施工为基础，集金融、投资、设计、

工程管理、运营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现代

建筑产业集团。

会上，双方在热烈的气氛中交换了意见。

黄大乾校长代表白云学院，对廖群雄董事长的

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介绍了学校教育教学

及学校的建设情况。他表示，广东白云学院是

一所应用技术大学，培养企业需求的“高级蓝领”，为“大湾区”企业提供应用型人才，

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将积极培养企业急需的人才，积极开发企业生产一线急需的技术，

服务于一线生产需求，同时感谢电白集团对学校的大力支持并真诚欢迎电白集团与学校开

展产学研合作。电白建设集团董事长廖群雄表示，电白集团有意向参与到配式建筑轻钢薄

壁研发平台建设的工作中来，并就当前建筑行业人才的需求、培养与黄大戟校长交换了意

见，同时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企业以企业家“情怀”，学校以育人“初心”，强强联合

致力于建筑新技术的研究与研发，产出更多成果以服务国家产业建设，提升大湾区建筑产

业升级；二是通过装配式建筑轻钢薄壁研发，培养更多专业技术人才，解决企业人才和技

术难题；三是通过研究成果帮助广东的建筑企业提升在全国的行业形象。

会后，郭保生院长带领电白集团廖群雄董事长一行前往花都的研发中心轻钢企业参观。

黄大乾校长与广东电白集团共商校企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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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黄大乾校长致辞

到企业参观



45

9 月 7 日， 广 东

白云学院和高顿教育

CFA 项目签约仪式在

广东白云学院北校区

国际会议厅举行。高

顿教育集团副总裁舒

畅，高顿教育高校事

业部南区总经理林华

壤，广东白云学院副

校长吴立平，应用经

济学院院长吴铁雄，

应用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张泽彬，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刘明飞、康艺之，金融系主任满主华，

高顿教育高校事业部销售经理黄晓君，高顿教育高校事业部招生主管陈荣出席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由副院长康艺之主持。康艺之首先感谢董事会和校领导对应用经济学院开展

CFA 创新实验班项目的支持，并介绍了广东白云学院和高顿教育合作办学的意义。为培养

具有国际金融领域高素质专业人才，学校经过与高顿教育多次探讨，双方就组建 CFA 创

新实验班项目达成共识，决定共同开展合作联合办学。

吴立平在签约仪式上致辞。她表示， CFA 创新实验班的开设旨在培养外语优秀、掌

握国际最前沿的金融市场分析技能、打造国际金融和科技金融创新性应用人才。CFA 创新

实验班毕业的学生可在券商、基金公司、工商企业、会计师事务所、金融相关机构、政府

部门、跨国公司等从事金融研究、审计和金融分析咨询等工作。CFA 创新实验班实现了“国

际化教学 + 高端职业教学”，单独成班，小班教学，配置优秀师资团队，邀请国内外高水

平 CFA 专业讲师、知名学者教授团队来校执教。CFA 创新实验班的专业课程以特许金融

分析师 CFA 考试内容为核心，使用 CFA 考试全球指定教材，教学过程采用中英文双语教学，

并专门增设金融英语、国际金融前导课程，针对全球统考提供线上 / 面授课程，每年举行

实训营活动等，培养同学对外专业交流和合作能力。项目的开设必将为开阔学生国际视野、

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搭建高端教育平台，也必将为我校践行国际化引领战略提供有效

路径。为白云学院培养国内顶尖金融领域人才提供师资储备，也希望白云学子能够在校企

双方老师的指导下，进一步明确学习目标，争取学有所获、学有所得，为社会的发展进步

贡献应有的智慧和力量。

舒畅在致辞中表示，高顿教育以“构建终生财经教育的生态体系”为已任，把握财经

教育新风向，本着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的共同理念，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

诚信任、相互合作的机制。通过项目的合作，希望双方能够围绕国际化财经人才培养、学

科建设、实习实践等多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广东白云学院和高顿教育 CFA 创新实验班项目

举行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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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白云学院 CFA 创新实验班签约现场

（图文 / 应用经济学院：赖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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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会现场

为进一步做好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加大对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扶持力度，

9 月 28 至 29 日，创新创业学院在 U 创长廊培育区举行了项目入驻评审会。担任本次活动

的专家评委有教务处处长李念良、科研处周美娟教授、学生处副处长段立、就业指导中心

副主任杨辉、黄天林，活动由胡世雄主任主持。

本次申请入驻的项目分别来自我校 12 个二级学院推荐的 37 个创新创业项目，项目内

容涵盖了技术创新类、综合应用类等多个领域。评审会分为项目陈述及评委提问两个环节，

申报团队通过 PPT 演示，从项目团队构建、项目创新性和项目市场前景等方面作陈述，

评审们根据不同项目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问并给出改进建议。

接下来 , 创新创业学院将根据评审结果，综合考虑，选择进驻项目。

今年“大创基地”谁能入驻？

37 个项目现场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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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现场分享

9 月 17 日下午，教师发展中心在思齐楼 710 室举办了 2020 年秋季学期新教师培训线

下教学工作坊第二期。本次工作坊主题为“对比、分析、评价第一堂课教学设计”，教师

发展中心主任李红英主讲，51 名新教师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工作坊以线上课程《新

教师成长训练营》课程教学设

计专题单元为基础，用新教师

的第一堂课教学设计作为案例

组织的一期线下活动。通过本

次工作坊，参训教师能解释一

堂课设计的框架，准确评价一

堂课的设计，并且完成第一堂

课教学设计。

工作坊分为两个部分。第

一部分是关于在线学习回顾与

总结，第二部分是关于一堂课

设计要点回顾。

工作坊中，通过反馈学习

数据、点评作业，参训教师了

解了前期线上自主学习的情况。

同时在课程教学设计专题的思

维导图引导下，参训教师回顾

了关于教学设计的相关内容。

李红英以 3 位新教师第一次提

交的第一堂课的教学设计为例，

手把手带领参训教师实战操练

设计第一堂课。在案例分享和

对比分析中，参训教师对第一

堂课教学设计有了更清晰的认

识和理解。有老师表示“学到怎么改善教案，更了解第一堂课应该怎么教，深入了解三角

形教学框架。”“理论结合实际，知道如何让自己的教学方案更加具体科学合理。”“以

实际案例结合目标、活动、评估展开详细的阐述，感性认识强，操作性强，不空泛。”

本次活动干货满满，参训教师收获颇丰。工作坊对新教师设计课堂教学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为新教师更好的应用目标 - 活动 - 评估三角形课程设计框架设计第一堂课教学提供

帮助。

新教师教学工作坊第二期：

对比、分析、评价第一堂课教学设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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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英现场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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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4 日，学校组织召开 1+X 证书制度试点项目工作推进会，就 1+X 证书制度试点

2020 年度项目实施及今后工作进行研讨、部署。副校长吴立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实践教学管理中心主任张国安，项目负责人建筑工程学院院长郭保生、艺术设计学院

副院长成骏、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徐宝林、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李林及实践教学管

理中心相关人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张国安主任主持。

今年 5 月，学校按照《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 1+X 证书制度试点有关工作的

通知》要求，组织申报了广东省 1+X 证书制度试点项目。经省教育厅组织评审、遴选，

学校有 5 个 1+X 证书试点项目获批，参与试点的专业 11 个，批准的培训总人数 530 人，

学校成为 2020 年 1+X 证书制度试点学校。

1+X 证书制度试点项目负责人通报了近期工作情况：各项目均成立项目工作组，探索

实施证书课程体系培训和等级证书师资培训，交流开展考核站点建设及证书考试组织实施

等工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将 1+X 证书制度试点项目工作切实融

入人才培养过程。

实践教学管理中心主任张国安在听取各项目进展情况汇报后，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要

求：第一、项目的培训工作分两步走，首先，各二级学院要根据要求，把试点项目的内容

融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中；其次，对于今年的试点项目，可以采取计划外举办培训班的方式，

对课堂教学中没有涉及到的知识点进行集中培训。第二、学校的培训老师可以参加培训评

价组织举办的培训班，各学院要统筹协调好参加培训老师校内教学任务的安排，以免影响

校内的日常教学工作。第三、学校鼓励各试点项目在校内设立考核站点，但要做好阶段性

的实验室建设计划。第四、各二级学院要结合 1+X 证书制度，面向专业把相关的内容融

入到人才培养方案，融入到课程，融入到教学之中。

吴立平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实施 1+X 证书制度的重要性。

实施 1+X 证书制度是学校培养职业性应用型人才的途径之一，也能够拓展集团内生增值

收入新渠道。要注重“两个结合”，深化教学改革。1+X 证书制度试点项目工作要与人才

培养质量提升工作相结合，评价（考证）的课程要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考核站点

的设置要与实验室建设相结合，要有长远规划。

吴立平强调，要注重内外协调，圆满完成试点任务。首先要坚定信心，树立成果导向

理念；其次要探索培训的形式，结合学校各专业的实际情况，采用多种方式完成试点项目

培训工作；再次要研究收费政策，根据学校的经费管理规定，细致测算培训成本，切实将 

“适用原则（证书含金量要高）和节约原则（节约时间、节约成本）落到实处。

学校召开 1+X 证书制度试点项目工作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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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上午，装配式冷湾薄壁型钢

结构建筑施工及验收规程编制组成立暨第一

次工作会议在广东白云学院西校区国际会议

厅召开。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物理分会副理事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孟庆林，轻型钢结构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国家钢结构方面资深专家徐

厚军，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副总经理、总工

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黄晨光，广东白云学院建筑工程学院院长郭保生等 23 位行业领

导及专家参加此次会议，会议由郭宝生院长主持。

广东白云学院副校长吴立平出席会议并致辞。她首先向各位与会专家领导的到来表示

热烈欢迎与衷心感谢，同时介绍了广东白云学院的基本情况及其办学特点。她表示，广东

白云学院是广东最早的民办本科高校之一，30 年来，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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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工匠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职业性应用型人才。十四五期间，将继续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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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大学。

《装配式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施工及验收

规程》，主要包括材料、构件模块、基础施

工、结构装配、设备装配、建筑装饰、绿色

施工、竣工验收等方面的内容。是中国工程

建设标准化协会批准，由广东白云学院、华

南理工学院为主编单位，联合全国多家知名

的建筑企业及研究院所进行制订，将为 6 层

以下的薄壁型钢装配式住宅施工及验收，制

订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标准。

“薄壁轻钢”建筑施工及验收规程编制组会议

在我校召开

（图文 / 党委宣传部：周钰滢）

会议现场

副校长吴立平致辞

合影留念

徐厚军秘书长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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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南 方

周末》就慈善会发

展有关问题对我校

科研与发展规划处

处长何华兵副教授

进行了专访，并以

《协同治理新尝试

与“强者更强”的

隐忧——争议慈善

会“ 崛 起”》 为 题

进行了报道，引起

了社会关注。

慈 善 会 的 发 展

一直是当前社会讨

论的焦点话题之一，

今年“9·9 公益日”

期间，慈善会的特殊地位又一次吸引了社会目光，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何华兵副教授在

此之前还专门做过一项案例研究并出版了专著——《基层慈善改革创新实践》。就此，《南

方周末》对何华兵进行了专访。在采访中，何华兵用“缓冲阀”来形容慈善会地位的特殊

性：与红十字会之于卫生健康委员会、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之于共青团不同，慈善会由民政

部门主管，它一方面能接受政府的管理，履行它扶危济困的任务；另一方面也能够与公益

组织和个人形成更直接的互动。何华兵认为，近些年慈善会系统影响力和规模扩大的主要

原因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形成协同治理的新局面”。近年来党中央越来越强调社会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慈善会恰恰能利用其独特优势，吸纳整合各方社会资源，从而实现与政府之

间的有效合作和良性互动，达到共治格局。这一系列观点获得《南方周末》的采纳，并在

2020 年 9 月 24 日《南方周末》上进行了专题报道。

何华兵副教授长期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得到了学界、

业界的认可，先后为我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组织管理条例》等立

法工作积极建言献策，相关建议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认可和采纳。同时，他

还长期担任广东省社会组织总会、广东省社会组织评估中心评估专家、广州市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专家、广州市民政局社会组织专家库专家、广州市妇女联合会

顾问、广州市政法委平安建设促进会项目顾问、广东省社会政策研究会智库专家（专家会

员）等工作，直接服务的社会组织达到数百家，为推动我国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奉献了一

份绵薄之力。

《南方周末》专访我校何华兵处长

《南方周末》报道内容

（图文 / 科研与发展规划处：袁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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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高等教育考察的事由

（一）2019 年元月初，由我校沈根生副校长率领学校代表团一行 5 人，赴美国考察

了布卢姆菲尔德学院、哈佛大学、普渡西北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北阿拉巴马

大学、芝加哥大学、波士顿市政厅以及美国藤创教育集团。重点针对美国布卢姆菲尔德学

院（以下简称“布卢姆学院”）进行考察交流学习。

（二）布卢姆学院概况

布卢姆学院是一所私立非

营利性高校，由基督教长老会

创建于 1868 年，最初作为一

所德语神学院，于 1923 年转

为综合性的 4 年制本科院校。

在校学生 2000 余人，其中超

过 85% 为走读生，具备学士、

硕士学位教育，共设有 7 个教

学单位。开设有艺术、媒体一

体化、电影学、电影制版、音

乐演奏、新闻等 20 多个专业。

因培养学生具备多元文化及全

球化背景下的就业技能而著

名。 

二、布卢姆菲尔德学院

考察情况

（一）关于人才培养特色

1. 入学的新生不分专业。

布卢姆学院的学生刚进入学校

时是没有专业之分，而是按照

学校的规定学习通识科目。通

识课程涵盖人文、文学、艺术、

历史、哲学、社会、数学、科学等多个领域。学生在经通过比较广泛的学习后，能更加清

楚地了解自己、了解社会以及各个学科的内涵，为自己选择喜欢的专业课程学习打下一定

的基础，这样的做法非常有利于培养所有学生的兴趣爱好，也更能激发每位学生学习专业

的热情。

2. 人才培养显著的特点是跨学科。和美国所有的高校一样，该校所有学生在不同学年

代表团在美国布卢姆菲尔德学院校园留影
（右 1：笔者；右 2：沈根生副校长；右 3：曹玉华院长；

左 1：万世明教授；左 2：周静主任）

代表团在美国藤创教育集团的领导陪同下考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关于美国高等教育考察的思考
——以布卢姆菲尔德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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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必修不同的通识课程 ,

例如，《修辞与逻辑》一

般安排在大一，学习 1 个

学期；《现代文明 》通常

安排在大二，学习一年；

学生必须学习 3 门科学课

程，在一个系内至少学习

2 门课程或者学习 2 门跨

系课程，第 3 门课程必须

来自另一个不同的系；如

果完成了 2 个学期数学课

程的学生，就不需再学习

计算机科学或统计学。

给学生提供促进创新

思维的知识，鼓励学生跨

越学科，在通识教育的基

础上去思考问题。学生根

据自身的条件，挑选不同

程度的课程进行学习，使

学生能够具有学科范围之

内和之外的思考能力，通

过广度与深度的知识结合，

能够在千变万化的知识世

界里做出最佳的选择。由

于这些课程很多是涉及跨学科内容 , 因而需要多个系的教师合作。

3. 实行完全学分制。与美国的其他大学一样实行完全学分制，本科四年制毕业学分一

般都是 120 学分左右，只要修满规定的课程学分，学生就能获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要

到完成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时才知道学生所学的专业是什么，就是说根据学生最终完

成的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的具体内容来核定学生所学的具体专业，其专业名称将在毕

业证书上体现。

（二）关于课程体系情况

1. 课程分类及其学分分配。布卢姆学院四年制本科毕业学分一般都是 120 学分左右，

课程及学分分类情况如下。

全校通识必修课：一般占 30 学分左右，主要涵盖人文、艺术、理科、社科等，范围非常广，

无论是什么专业，都要学习这些课程，是大学课程的基础；专业必修课：一般占 45 学分左右，

主要涉及学生要拿到一个专业的学位必须学习的课程。从易到难有一定的梯度；专业选修

课：一般占 30 学分左右，主要涉及一个专业细分小的分支或方向的课程，基本上也是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根据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进行选择；辅修课程：一般占 12 ～ 20 学分左右，

除了主修专业外，学生都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及学习的方向，利用补充课程的机会，辅修一

个专业或者双修一个别的专业。

代表团与美国布卢姆菲尔德学院高层领导留影

代表团与美国布卢姆菲尔德学院高层领导亲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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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分的相关规定。布卢姆学院规定了最高学分和最低学分的限制要求。比如，作为

一个 International Full-time Student，每学期必须修够一定数量的学分，才能保证你 F-1 学

生签证的身份。一般学校规定的本科生基本上都是 3 ～ 4 门课程或是 12 ～ 16 个学分，研

究生为 3 门课程，9 ～ 12 个学分左右，这里学生们要关注学校关于国际生的要求，选课

时要根据相关规定来选课。如果学生一个学期想修更多学分，就必须提前向学校申请才行，

并要证明自己的学习能力。一般不提倡学生快速学习课程，当然，如果学生确实有较强实

力，也不是不能实现。

3. 教学内容的要求。

布卢姆学院的专业设置非常广泛，对于基础知识的学习内容相对要求更细更精，鼓励

学生在大一、大二学习阶段，广泛涉猎多种类型的课程，让学生在不同的领域广泛学习知

识和进行探索，是成为该校办学的特色之处。

（三）关于师资建设情况

根据布卢姆学院有关领导介绍，该校与美国其他高校一样十分关注教师队伍的建设。

1. 对教师学历的要求

该校对教师的学历要求与美国其他高校也是一样的条件，一般是四年制（学士）以上

高校要求教师必须具有博士学位。

2. 教师职称情况

教师职称分为四类：指导教师，一般由没有获得最终学位的人担任，即在读研究生兼

职，属于非正式教师；助理教授（相当于国内的讲师），属于正式教师；副教授；正教授。

3. 教师的聘任情况

在美国，根据聘用的不同方式，教师又可分为终身教授和非终身教授。与美国其他高

校相似，教师聘用权在学校，但执行权在教学单位（系）。一般由系里组成教师招聘委员

会（由系里资深教授组成）提出公开招聘通告。应聘人经教师招聘委员会资质审查和面试

合格后提出聘用意见，由系主任签署同意意见后报学校批准，就可以由系里正式聘任。学

校没有权力解聘（除非犯法）终身教授，且终身教授不到 7O 岁是不能退休（除非本人要

求退休），这也是美国政府维护教授合法权利 ，确保高校优质教授队伍稳定的一种做法。

该校中所有的正教授及大部分副教授也都是终身教授，只有少部分副教授及所有助理教授

是非终身教授。

（四）科研建设及管理情况

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就是美国高校对科研成果销售和服务收入的主要来源。重

视科研布卢姆学院也不例外。科研副校长（学术副校长）专门负责学校的科研工作。科研

副校长及其属下办公室 （也有译为研究中心）主要有以下 4 项工作任务：

1. 主动到企业或到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联邦教育部努力争取科研项目及其经费；

2. 获得项目及经费后，组织校内教授和学生（尤其是硕士以上研究生必须参加科研工

作 、否则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开展科研工作；

3. 帮助科研团队维护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把科研成果申请为国家专利；

4. 协助科研团队将科研成果的专利推销给企业，使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的产品，推上

市场，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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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艺术设计学院：陈华钢）

三、对布卢姆学院考察的思考

通过这次对布卢姆学院等多所美国高校的考察交流学习 , 拓展了眼界，从中可以借鉴

一些先进的办学观念和办学经验，为我们开展学科建设、教育教学改革及提升办学质量具

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关于人才培养的问题 

布卢姆学院十分重视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及人文意识的同时更加重视培养学

生的个性化发展。正是这种人才培养观念，致使学生可以凭兴趣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

方向学习，发展自己的个性和特长，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成为具有个性化的创新型人才，

毕业后能在不同领域中发挥作用并取得较好的成绩。可见，培养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培养创

新型人才的教育观念及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应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

（二）关于学制灵活性的问题

学制灵活性，值得我们思考。我们也应该提倡帮助学生按照个人能力和发展计划，一

方面可以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创新意识和发现自己的兴

趣爱好；另一方面可以让部分学生自主攻读第二专业，让学生多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

程学习，改善他们的知识结构，使他们的个性特长得到培养发展。学制灵活性还可以让有

较强学习能力的学生提前完成学业获得学位证书。

（三）关于跨学科课程的问题

我们在教学内容上，可以考虑像布卢姆学院一样，课程之间要打破学科之间界限，实

行课程内容跨学科，加大学生跨学科课程内容的学习，加大必修课学习内容的比重；构建

合理的文理课程的比例，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给予学生更多自

主选择课程的机会和权利，倡导性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学生的个性发展。进而完善跨

学科课程体系，包括跨学科的选修课程、必修课程、辅修课、毕业设计及论文等等，凸显

跨学科性的课程学习内容。

（四）关于教学多元化的问题

借鉴其教学方法多元化。由资深教授和专家组成的教师队伍，以灵活授课方法指导学

生的小班讨论和相关阅读、设计的讨论，引导学生掌握一些学习技巧，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通过分组讨论、专题研讨、课外实践或表演、演讲等方式结合教师队伍辅导进行教学；

学生最后的成绩不能仅限于考试，而是可以用多种展现学生自己学习成绩的作品，比如是

论文、课题研究、展演等等。

（五）关于学生管理的的问题

学生入学后，只要在规定时间取得规定的学分，就可以毕业并取得学位，学生选课是

五花八门的，同专业的学生不一定在同一个课室上同一门课，学生是不存在有班级，也就

不存在班导师和班级辅导员，每一位辅导员都是面向全校学生服务的。“心理辅导、社会

化辅导和职业辅导”是美国高校辅导员的主要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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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4 日，广州东芝白云菱机电力电子有限公司大田总经理、刘副总经理等一行来

广东白云学院调研交流，电气学院林春景院长等院系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调研座谈会。

电气学院副院长柳革命博士主持会议。会上，林春景院长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办

学理念、学科建设、科研课题的开展情况等。特别是近年来学校与相关单位及东芝白云菱

机电力电子有限公司合作情况。东芝白云菱机有限公司大田总经理对学校学生的就业率、

实践活动、专业情况等进行了询问和了解，表示公司一直与学校有着紧密的联系，希望双

方今后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发挥各

自的优势，共同为促进电力行业科技

进步和校企合作产学研发展做出贡献。

会后，林春景院长等陪同大田总

经理、刘副总经理等一行参观了学校

中心实训场地、通信实验室、嵌入式

系统实验室、可编程控制系统实验室、

电力系统实验室等，并观摩了学生的

实验过程。经过研讨交流，双方都希

望今后就校企产学研方面各类问题保

持沟通，相互学习、共谋发展。

座谈会现场

参观实验室

东芝白云菱机有限公司大田总经理一行

莅临我校访问交流

（图文 /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李进东、刘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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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至 17 日，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中国钢结构协会、中国建筑金属

结构协会指导，同济大学国家土建结构预制装配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海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联合举办，《建筑工业化》编辑部、上海同济绿建土建结构预制装配化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海南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中建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深圳分公司、广东海龙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2020 年第三届中国建筑工业化融

合发展产业峰会”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广东白云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应邀，由郭保生院长

带队出席了本次峰会。

峰会开幕式由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霍巨燃主持，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

组成员冯忠华出席会议并致辞。峰会分为综合论坛和“装配式建筑技术融合创新论坛”、

“建筑工业化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论坛”、“信息化与智能化暨 2020 年度工程管理信息化

高峰论坛”三个专业论坛及一个交流合作专场。中国工程院欧进萍、肖绪文、吴志强、岳

清瑞和吕西林等五位院士分别在综合论坛上作主旨报告，之后有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

协会等的专家学者分别在专业论坛做专题报告。

本次峰会以“新空间 - 新使命”为主题，广泛邀请了国内外权威专家学者、领导、产

业领先者及全产业链各单位代表参与，以工业化建筑产业发展的视角，衔接技术、产业与

经济，勾勒建筑业转型升级的融合发展之路。着眼国内处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结构变革，

建筑工程学院郭保生院长一行

出席中国建筑工业化融合发展峰会

海南省副省长冯忠华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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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机遇和挑战，探索创新与融合。我校建筑工程学院因近年来在 BIM（建筑信息模型）、

装配式建筑等领域的探索与研究，特别是近年来与与国内外多家著名专业院校或大型企业

建立了密切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已形成规模较大、师资力量雄厚、专业设置合理、教学资

源充足、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应用领域需求契合的办学格局，被组委会确定为重点发展的

工科学院，专门向我校建筑工程学院发出了出席峰会的邀请。

峰会期间，以我校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广东省轻钢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开发中心主

任率领的团队，与出席本

次峰会的专家、学者及专

业技术研究人员，就“装

配式技术在内装领域的应

用”、“装配式建筑的发

展与技术”、“BIM 技术

在装配式建筑领域的应用

与实践”、“装配式建筑

领域人才培养”等方面的

问题进行了交流学习，收

到了很好的效果，为我校

建筑领域的人才培养和装

配建筑及 BIM 技术的研究

开拓了视野。
参会代表合影

峰会现场

（图文 / 建筑工程学院：徐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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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7 日上午，由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指导，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伍陆商学院和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 2020 年数字化转型与工业互联网创新（广州）论

坛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举行，来自制造业、物流业、新

零售等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和专家

参加了本次论坛。我校教务处处

长、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主

任李念良老师，电气与信息工程

学院林春景院长、陈立旺老师，

机电工程学院曹振辉、王卫华老

师，工商管理学院汪义军老师，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李自臣老师，

以及艺术设计学院郭艳和康乐老

师，参加了本次论坛。

在开场致辞中，论坛主持人

广东物流行业协会技术装备工作

委员会贺国煌主任，特别提到以

广东白云学院为代表的地方高等

院校在广东省和珠三角地区数字

化转型和工业互联网发展中所起

的重要作用。

本次论坛以“工业互联网助

力数字化转型”为主题，与会专

家分别作了“数字化转型的定位

与路径”、“Ai 在工业互联网场

景中的应用”、“供应链新基建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Ai 助力工业互联网智能化转

型升级”、“高效物流助力工业互联网”等主题报告，重点探讨了在新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企业在面对质量、成本、交期的多重压力下，如何利用数字化进行数据价值挖掘与价值创

新，通过工业互联网重塑企业的生产模式与供应链，进而提高制造企业的柔性和提升对市

场的反应速度，避免同质化竞争。

李念良处长、林春景院长等与会人员，在论坛中与众多企业家和专家交流，介绍了广

东白云学院的发展概况、办学理念以及校企协同育人的办学机制，探讨了我校在当前企业

数字化转型和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适应市场发展和培养满足企业需求的应用型

产业人才，并就校企合作与会企业进行了交流。

我校教师参加“2020 数字化转型与

工业互联网（广州）论坛”

我校教师在论坛上合影

与会专家和企业家代表合影

（图文 / 工商管理学院：汪义军、教务处：李念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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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水平如何，与高校的学科和专业水平息息相关。学科是专业发展

的基础，为专业提供知识体系上的支撑。专业依托于学科根据不同领域的需求培养具体的

人才。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在“十三五”期间，广东白云学院新增科研项目 401 项，各类科研总经费达 1574 万元，

出版著作、教材 39 部，获得软件著作权 53 项，发表学术论文 1204 篇，获得国家专利授

权 110 项，其中发明专利 3 项。拥有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金融学、土木工程、会计

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企业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学 9 个校级重点学科，学科平台及科研项目取得显著发展。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由电气与信息

工程院长林春景教授牵头，分为嵌入式

系统应用技术研究、智能检测技术、控制

理论及机器视觉三个不同的方向，由林春

景教授、谢巍教授、柳贵东博士分别带领。

依托广东白云学院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和自动化专业为平台，研究开发适用于铁

路轨道、智能检测等方面的技术。近年来

所达成的科研项目，已产生经济效益 500

万以上。他们充分利用人员和技术的资源

优势，通过校企合作，为企业输送高素质、

高技术的人才。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这一校级

重点学科研究平台确立后，形成了以商

务外语、应用外语翻译、外语教育三个

不同研究领域的研究团队。每一个研究

团队，都会充分结合国情，了解他国文化，

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在各自的研究方

向，开辟属于自己的专业特色，一专多长，

形成鲜明的服务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

国际化应用人才培养特色。

社会学科研平台是广州市级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培育基地，是广州市社工立法

组成员单位。2012 年，学校依托社工专业，

成立校办社工机构——广州市白云区天

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校内研究团队立

足广东实际，结合国际和国内研究成果，

重点对企业、社区、学校的社会工作进

学科建设“开花”， 科学研究“结果”

谢巍教授对学校教师进行项目申报培训

“学术沙龙”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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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分别深入了解不同环境下社会工作的理念，基于不同的思考维度，开展更加多元

的服务方式。

企业管理属于工商管理专业的课

程模块之一。在学科建设上，拥有一

支企业管理创新研究团队。结合项目

负责人李新庚派驻广东尚高科技有限

公司担任科技特派员的机会，开展企

业管理调研及管理方法引进、管理工

作指导，提出适合企业发展的经营管

理方法，开展企业管理培训，提高企

业综合管理水平。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前身是 2008

年 10 月成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科研部，是直属学校党委领导的二级

教学科研单位。承担全校学生的思想

政治理论课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大学生与法》等人文素质教育选修

课教学任务以及马克思主义学科、科

研建设任务、社会服务工作及其它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近年来，马克思主

义学院紧密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和学生

实际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深入推进了

“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模式改革。疫情期间在线教学的

过程中，思政教育独创“五步教学法”，

即课堂签到 + 时事热点抢答 + 视频学

习（引入视频与教师直播结合）+ 互

动讨论 + 互评答疑等五步教学，使整

个在线课堂环节紧凑生动、张弛有度、

记录有痕，极大调动了学生学习交流

互动的积极性。

尽管广东白云学院在学科建设方

面成绩斐然，但他们没有停止前进的

脚步。正在进行的“十四五”规划中，

广东白云学院更是对学科建设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让建设优质学科的神经

继续绷紧，在重点学科建设上力争取

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社会工作专业进行辅导训练

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前往企业学习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在线讲授思政课

（文 / 党委宣传部周钰滢   图 /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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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广东白云学院新增了三个省级特色专业，分别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

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在过去的三年里，广东省陆续确立了土木工程、金融学、环境

设计三个专业为省级特色专业项目。近年来，学校立足专业、培养优质人才，编制新的人

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教学大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办学特色和

优势。截至目前，学校拥有 3 个省级重点培育学科、6 个省级特色专业、1 个应用型人才

培养示范专业。

广东白云学院以理工类学科为主体，多学科交叉发展、融合发展、特色发展、协调发

展。省级重点培育学科设计艺术学、工商管理、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分别为不同类别的

学科代表，办学历史悠久，办学成果丰硕。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既是省级重点培育学科，也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专

业分为机械设计制造、精密制造技术方向、模具数字化设计及制造 3 个方向。拥有 4 个校

企共建研发中心 ( 实验室 )、1 个省级示范中心——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1 个省级智能

制造应用型人才协同育人基地、1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 个大学生机械创新创业中

心 ( 精雕艺术团队、图学工程团队 )。推行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 紧密结合粤港澳大湾区、

珠三角地区及广东制造业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需求 , 将机与电结合、设计与制造

结合、机械与信息结合、知识与实践结合 , 形成了鲜明的专业特色；设计艺术学作为最早

一批省级重点培育学科，学科专业建设走在全省民办高校的最前列。该学科软硬件设施配

套齐全，科研条件优越，历届毕业生就业率均达到 98% 以上，受到广大企业的好评；工

商管理专业多年来热度不减，应用性很强。主要学习包括企业的经营战略制定和内部行为

管理等多个方面，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模块。通过校内的知识积

累和校内外的不断实践，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上获得全面提升。

每一个省级特色项目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土木

工程专业作为最早被纳入省级特色专业项目的专

业，它既是一种技术 , 也是一门艺术，它既要能够

建造在地上、地下、水中的各类工程设施，还要知

晓应用材料设备进行研究、勘测设计、施工管理、

保养维修等专业技术活动，对建筑结构的外型要有

一定的艺术审美，是一个融工程技术与管理、经济

及艺术创造相结合的交叉专业，综合性极强，拥有

着十分广阔的就业市场。学院设立有 BIM 新技术

研究中心、建筑 3D 打印技术研究中心、基于信息

技术的 PYS 新技术研究中心、BIM 人才培养基地、

BIM 大数据基地等，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学习与实践

场所。

同为工科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涵盖“发

电”、“输电”、“配电”、“用电”四个领域，

就业面广泛。此专业密切联系行业企业，共建电力

重点学科重应用， 特色专业有特色

土木工程专业邀请专家学者为学生做学术报告

与同立方共建自动化综合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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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模拟实验室；大力推广“3+1”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一年的企业实践教学，实现学校

培养和社会需求的“零距离”对接。

金融学是从经济学中分化出来的应用经济学

科，主要研究现代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整个金

融经济的运动规律。金融学专业拥有设施先进完备

的金融实验室 , 可以进行各项金融业务的仿真实习、

实训 , 使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与多家金融机

构合作 , 建立了实习基地 , 通过共建专业、共建教材、

共建课程等措施以及设置专业理论与专业实训有机

结合的“模块”课程 , 实现课堂教学与金融实务无

缝对接。每年的创新创业大赛，给予了同学们锻炼

动手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机会。让同学们在走上

岗位的时候能够快速上手。

环境设计的学子以熟练的效果图快速表现技法

著称于珠三角建筑装饰行业。为了让学生尽早接触

企业的实际工程项目，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学院

在教学中引进企业的工程项目和社会各类设计大赛

项目 , 突出“真题真做”的课程项目化教学，让学

生能在学习过程中，积累真实的实战经验，提高自

我适应能力，不断完善专业能力。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教学过程中采用 SCL 理念，

其核心理念是“活动驱动”和“体验参与”。以学

生的学习、发展和学习效果为中心 , 注重将现代科

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理论应用于人力资源管理 , 提高

学生的学习质量。以“人文素养、职业能力、管理

能力、专业技能”四维度模型培养为基础开展人才

培养新模式顶层设计、以典型工作任务为主线组织

教学内容 , 实行项目导向和任务驱动 , 在完成工作

任务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 , 技能水平和职

业素养。

财务管理是中教集团国际特色专业，采用国际

先进的教育理念，分类培养财务管理人才，按照公

司理财、纳税筹划、风险控制三个方向来对学生进

行培养。依托广东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管实

验教学中心和优质的校企合作基地，通过课程内容

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构建了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情景化人才培养

模式，创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多重互动”的教学模式，实现“学历教育与职业证书教育”

相结合，让学生在学校就拿下“从业门槛”。

省级专业的验收通过，是对广东白云学院学科建设工作的高度肯定。丰富的经验与丰

厚成果也将为今后的学科建设寻找新的突破口，探索一条持续发展的道路。

金融学专业学生参加广东省金融建模比赛

环境设计师生参加中小企业博览会

人力资源专业同学梁凯琦获中国大学生人力
资源职业技能大赛华南赛区单项获一等奖

财务管理专业学子走进企业调研

（文 / 党委宣传部：周钰滢   图 / 建筑工程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应用经济学院、会计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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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拉近我校师生距离，加强师生互动，9 月

10 日，教师发展中心联合学校策划部、各学院

教学信息站举办了“老师，我想对您说”主题活

动。本次活动采用线上送祝福，学生可将积蓄已

久的心里话，发送到祝福箱，诉说自己的心声，

抒发内心的情感，表达对老师的敬意。祝福箱共

收到 1118 份祝福。

莘莘学子心，难忘师恩情，一起看看来自祝

福箱的学生祝福吧！

李建成：一日为师，终身为师，谢谢您对我

的关心与教导，经历了一年的大学生活，我已更

加成熟稳重，虽然不常联系，但却时常想起您，

以后，我会更加努力，老师，教师节快乐！

洪禧晴：老师教师节快乐，谢谢老师网课期

间的耐心教导，每一讲课程都精心准备，作业也

非常认真批改，我感受到即使是相隔两地教学但

是能感受到老师教导我们认真细致的教学，让我

从不懂到懂得的改变，既然老师都那么的认真，

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学习呢。

黄生华：你总是无怨无悔的付出，像慈母教我们做人 ; 你总是不求回报的关怀，像好

友给予我们鼓舞，谢谢您！祝教师节快乐！

陈茜：老师，在上网课期间认识了你，虽然你不知道我是谁，但在上网课期间，老师

很耐心和友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身对经济学有点抵触，但因为老师的影响，而逐

渐接受并学习，虽然不知道老师是长什么样，但听声音老师肯定是个性格和蔼可爱的人，

谢谢老师上网课期间的耐心解答，祝可爱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曾昭浩：学贵得师，亦贵得友。愚生感谢老师的宽容和教导，祝老师身体健康、万事

如意 节日快乐。

晓婷：老师，感谢您时刻高标准来严格要求我们，感谢您在课余时间悉心回答我们的

问题，感谢您在每节课都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新知识，感谢您当了我们的老师。

董馨琪：老师，在疫情期间您还是一如既往的认真对待课堂，课堂氛围活跃，讲课方

式也很好的运用了线上教学的特点，让课堂变得有趣好玩起来，您的课程对于疫情期间每

天呆在家里无聊的我们而言，是最好的期待！

收到祝福的老师们纷纷表示感受到满满的幸福和温情。本次活动为学生创造话语空间，

为教师提供了解学生心声的新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构建更加和谐的师生关系。

“老师，我想对您说”主题活动收官，

教师节千余条祝福谢师恩

（图文 / 教师发展中心：黄刘露）

“老师，我想对您说”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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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每年的教师节都是学生缅怀母校，回校看望

恩师的日子。广东白云学院的李志红老师虽然已经离开八年，但在她的精神鼓舞下，一届

届白云学子都在用志愿者行动告慰这位大爱无疆的好老师。

李志红老师曾是广东白云学院国际学院一名教师，有留学英国和在企业工作多年的经

验，平日的教学一丝不苟，工作勤勤恳恳，经常加班至深夜；对学生她充满爱心，经常利

用休息时间在为学生办理签证等事情上提供无私帮助。2010 年，李志红老师不幸身患癌症。

离开之前，李志红老师一直顽强地与病魔抗争，尽管已经没有站在讲台上教学但仍与学

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12 年，在她人生最后的时期，她嘱咐先生将其生前节省下来的 5

万元捐给学校，设立“李志红奖学金”，用以鼓励和表彰在学业和公益事业方面做出表率

的优秀学子。

李志红老师的事迹当时也引起媒体的普遍关注，人民网、新华网、羊城晚报、南方都

报等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了李志红老师的感人故事。

8 年来，许多白云学子都听闻了李志红老师事迹，深受感动和启发，他们以自己不同

的方式投身到志愿服务当中。

八年了，白云学子仍在用行动缅怀这位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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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李志红老师（左）与学生在英国

当年，李志红老师获优秀教师称号

南方电视台当年采访李志红老师的情景

2012 年 9 月 10 日，李志红去世后，其丈夫（前左）
为学校捐款 5 万元设立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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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级会计专业的叶非凡同学，曾经

获得过李志红奖学金。在学校的时候，

当他第一次听说学校有李志红奖学金时，

专门去查阅过关于李志红老师的事迹，

当时的他既感动也十分惊讶，很难想象

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最惦记的

是学生，是公益事业，他说：“李志红

老师是一个十分善良、无私、乐于奉献

的人，有一颗心系学生的师者情怀，真

的把教学教育当成自己的一份事业。”

大学时光里，他把他大部分的休息

时间都奉献给了公益事业，作为大学生

志愿队队长的他，在他的家乡高州创建

了“走进高校”大型咨询会白云学院的

第一支志愿招生队伍并且一届一届传承

到了今天，组织策划了 20 多场的市级大

型公益活动，包括励志高考巡回演讲，

大学生下乡冬夏令营等活动，志愿时长

长达 2000 多个小时。

“在校的同学基本都听说过李志红

老师的事迹。”17 级市场营销专业的梁

华鹏同学说道。大一就加入了青年志愿

者协会的他，在白云学院正式踏上了他

的公益志愿之路。从探访老人、志愿下

乡到探视广州河涌、下水道污染，再到

今年他成为了援鄂广东医疗队背后的物

资支援志愿者，梁华鹏同学的志愿道路

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志愿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

搬。”他说：“这个世界上正是因为有

李志红老师这样的存在，才会变得更加

温暖，会唤醒很多人对公益的理解，特别值得尊敬，特别是为了后一代所做的努力更伟大，

我要向她学习，接过前辈的枪。”

正是有了前辈的引导，才有了后浪不断向前翻滚的决心。近年来，志愿者的队伍不断

壮大，校青年志愿者协会成员人数已经达到 230 人，志愿行动这条路上，白云学子与李志

红老师同在。今年年初疫情爆发，广东白云学院青年志愿协会用手语录制加油视频，为武

汉送去祝福。

李志红奖学金的存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李志红老师无私奉献的精神对于白云学子

耳濡目染的传承，她的精神也将成为每一位白云学子的一盏明灯。

八年了，白云学子仍在用行动缅怀这位好老师！

叶非凡同学与缤纷夏令营的小朋友进行课间交流

梁华鹏同学在“益苗计划”现场答辩

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垃圾分类志愿活动

（文 / 党委宣传部：周钰滢   图 / 党委宣传部：吴斌、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叶非凡、梁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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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学生陆续返校，处理宿舍内

务成了第一要事，校园内晒被的“大场面”

也迅速走红网络，场面颇为壮观。许多学

生表示抢占晒被的场地比去图书馆占座还

难。然而在广东白云学院，学生不仅不用

早起晒被，宿舍内部也可以说是井井有条。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得益于学

校贴心的公寓管理。正值疫情期间，学生

寝室长期无人居住，学生处教工党支部党

员与全体生活指导老师在征得学生同意下，

为学生清洁学生寝室，开窗通风，晾晒被褥，

为学生邮寄所需物品。这样的暖心行动，

收获了许多同学的点赞：“回家”的感觉

真好！

在大二大三学生返校之际，白云学院

暖心依旧。各二级学院的党员干部志愿者

们都纷纷出动，加入协助老生返校队伍。

9 月 5 日早上 8 点，机电工程学院的志愿者

们就聚集在一起整理物料，在老师的指导

下前往校门口迎接老生返校。校门口聚集

着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等各个学院的志愿者们，配合体温测量，认

真核验返校学生的健康码，疏导同学注意保持间距，对携带行李进行重点消杀，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

然而天公不作美，一早就突降暴雨。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 7 班的一位同

学告诉笔者，他今早到达学校的时候，恰好碰上大雨，加之他行李较多，一边撑伞一边拿

行李十分狼狈。但门口的志愿者热心主动地给他撑起雨伞，给他提供帮助，顿时感觉心里

暖暖的，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此外，会计学院组织学生志愿者，在为同学们清扫教室卫生；工商管理学院的党员学

生干部、宿舍长对老生每个班级学生进行编号，以此缩短返校登记时间。他们还对到校学

生进行跟踪，保证学生在校的身体健康；电气工程学院在学生返校的当晚，第一时间对学

生进行预防新冠病毒第一课的教育，提醒学生不可掉以轻心。

在学生返校前，学校对校园进行了大范围的消杀，对教室、宿舍等区域进行通风消毒

并且进行疫情防控演习，对日常校园生活的防疫防控和突发情况进行处置。由于老生返校

与专插本新生入学时间有所重叠，学校在门口开辟出了老生通道和新生通道，多条入口进

入学校，疏导人流。

     阔别校园 8 个月，白云学子：

“回家”的感觉真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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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对返校学生携带行李进行消毒

对返校学生进行体温测量

（图文 / 党委宣传部：周钰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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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日晚，我校 2020 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总结暨表彰大会在西、北校区同时举行。

副校长程玮、团委书记王晓艳、各二级学院分党委（党总支）书记、团总支书记以及学生

代表共同参加。

2020 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以“青春助力脱贫 共奔幸福小康”为主题，以加强大学

生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为核心，引导青年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与“返家乡”社会实践

活动有机融合，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鼓励学生在家乡就近开展理论宣讲及

国情观察、疫情防控宣讲服务、扶贫支农支教帮扶、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多彩乡村”

主题教育实践等 5 个方向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各个学院的积极响应下，全校共有 48 支实

践团队、8691 名学生参加了 2020 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我校举行 2020 年暑期社会实践总结表彰大会

西校区大会合影

校领导为最佳组织奖代表颁奖 西校区学生代表黄嘉敏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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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会上，校团委书记王晓艳宣读了《关于表彰广东白云学院 2020 年大学生暑期社

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先进团队的决定》，在校团委的统一规划部署下，本次暑期社会实

践得到了各二级学院的广泛支持和响应，会计学院、外国语学院、应用经济学院、社会与

公共管理学院获得“最佳组织奖”称号，另有 4 支团队、55 位同学、4 位教师分别获得了

“先进团队”、“先进个人”、“优秀指导教师”称号，还有杨欢等 28 人撰写的社会实

践报告被评为“优秀社会实践报告”，肖冰等 24 人撰写的社会实践调研报告被评为“优

秀调研报告”，钟嘉音、刘煜等 51 位同学荣获“多彩乡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奖项。

西校区来自外国语学院筑梦支教队的杨心铭同学分享了团队暑期通过“第一课堂”和

“第二课堂”相结合方式开展支教的经历；社管学院 2018 级应用心理学 2 班的黄嘉敏同

学分享了“红色文化村 - 水美村”的实践成果，展示了水美村利用和完善各种文化资源后

的变化和成长，尤其是村民心中不畏困难的红色奋斗精神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北

校区来自会计学院 2018 级财务管理 2 班的刘墁同学带来了关于保护野生动物、宣传科学

健康文明生活理念的调研报告，引导大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家园；2018 级财务管

理 1 班的徐晓雪展示了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小渔村石板沙的发展经历，讴歌了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成果。

副校长程玮对本次大会进行了总结，她代表学校向在此次活动中付出辛勤劳动的老师

和同学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向获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她希望白云学

子牢记“敦品励学、求是笃行”的校训，积极投身到社会实践的锻炼中，在实践中加强磨

练、增长本领；希望各单位把实践育人工作摆在人才培养的重要位置，把社会实践作为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积极为学生搭建参与社会实践项目的平台，充分发挥实践育

人的积极作用。 

西校区大会合影

（文 / 团委：温燕红、王晓艳  图 / 团委：邓嘉丽、熊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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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泺彤同学获全国决赛一等奖证书 郑伟冰同学获全国决赛二等奖证书

（图文 / 外国语学院：李  乐）

为贯彻落实《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探索商务英语专业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途径与方法，培养学生商务素养，搭建教学成果交流和学生风采展

示平台，由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商务英语专业工作委员，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企业协会、中国商业经济学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于 2020 年 3 月至 7 月联合举办了第四

届全国高校商务英语知识竞赛。

6 月 29 日，第四届全国高校商务英语知识竞赛圆满落幕，我校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

学生代表队共 112 名选手参赛。其中 2017 级英语专业曾泺彤同学获全国本科组决赛一等

奖，2017 级英语专业郑伟冰同学获全国本科组决赛二等奖，张紫欣、江俊如、苟红、闫

锦满、谭绮薇、方雯、杜施琪、李慧佩等七位同学获得全国本科组决赛三等奖。本次比赛

3 月 20 日启动，吸引了来自对外经贸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 1823 所院校的 9700 余

名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参赛。采取计算机闭卷考试形式，内容涵盖商务知识与词汇等，全部

采用客观选择题型，由计算机自动阅卷判分。

学校教务处、外国语学院等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此次比赛，详细制定参赛方案，认真组

织、周密安排；各位指导教师认真负责，悉心指导；学生踊跃报名并刻苦备赛，以赛促学

的途径与方法，培养学生商务素养，搭建教学成果交流和学生风采展示平台，为本次比赛

优秀成绩的获得奠定良好基础。通过比赛进一步提升了学生专业素养，增强了专业学习兴

趣，浓厚了教学相长良好氛围，实现了“以赛促练、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目标。

白云学子在全国高校商务英语知识竞赛中

收获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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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礼

赞伟大时代精神，近日，由

传媒学院院长李建军指导排

演的舞台艺术作品《雾重庆》

在“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

赛中喜获全省大赛一等奖，

闯进全国赛！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和全国教

育大会精神，全面深入实施

中华经典诵读工程，教育部、国家语委于今年 8 月在全国范围发起第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

大赛。本届大赛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广东省教育厅承办，旨在用雅言传承文明，经

典浸润人生。

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以诠释中华优秀文化内涵、彰显中华语言文化魅力、弘扬中国精

神为目标，通过竞赛、展演等方式，引导社会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亲近中华经典，提升

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培育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传媒学院院长李建军带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在省赛一等奖的基础上继续向全

国大赛进发，目前，《雾重庆》舞台艺术作品已被广东省教育厅选送至教育部，参加即将

在 10 月份举办的“诵读中国”全国大赛。

传媒学院舞台艺术作品《雾重庆》

捧回省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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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传媒学院新闻中心）

师生同台  教学相长

获奖名单

舞台上下  师生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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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广东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终审决赛于 7 月

18 日在广州线上举办。本次大赛以“创业带动就业，挑战成就未来”为主题，来自 146

所高校的 3448 件作品参与了竞逐。

经过激烈的角逐，由机电工程学院的钟小华老师指导的“STEAM+1”无人机创客工坊

项目，历经两年的艰辛磨练，从最初的创业到不断的完善，最终获得了第十二届“挑战杯”

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创业计划赛银奖。

因疫情防控需要，决赛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开展，入围终审决赛的作品进行线上

答辩。答辩团队通过“云“路演向评审专家介绍项目情况、阐述项目成果，充分展现出项

目的创新性与可行性。评审专家认真听取团队介绍，依据项目的创新性、可行性等方面进

行提问，并针对作品的不足提出了修改建议。

我校高度重视学子创业创新，各学院广泛动员，师生们积极参与，营造了浓厚的科技

创新氛围，有效激发了我校学子的创新创业能力和合作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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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届“挑战杯” 机电科创团队又获奖了

（图文 / 机电工程学院：钟小华）

获奖情况

线上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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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校团委：王晓艳、苏竞文）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三届委员会全体

会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

会 8 月 17 日至 18 日上午在京开幕。大会共选

举产生了 179 家全国学联第二十七届委员会团

体单位，其中高等学校学生会 101 家。我校学

生会以高票当选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七

届委员会团体委员，广东省共有 9 所大中专院

校学生会入选，我校为广东省入选委员会团

体的唯一一所民办本科院校。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大会召开

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各族各界青年和青年学

生、向广大海外中华青年致以诚挚的问候。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开幕式。会上，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总理孙春兰代表党中

央致词。大会总结了全国学联 5 年来的工作，

研究确定了未来 5 年的工作任务，修改了《中

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审议通过了相关决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十七届全国学联领导机

构。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分会场。

此次当选全国学联第二十七届委员会团体委员单位，是团中央及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对我校学生会工作的高度肯定。近年来，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和校团委的悉心指导下，

我校学生会紧密围绕学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宗旨，在思

想引领、校园文化、创新创业、成长服务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思想

引领方面广泛组织“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学习，参学比多次名列前茅；《白云“1+2”

美育协同育人体系》入选“灯塔工程—广东青年大学生思想引领行动”培育项目，成为全

省支持的 15 个本科院校培育项目之一；校园文化方面积极开展科技创新节、文化艺术节、

白云大讲堂等活动，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能，在 2019 年广东大学生校园文体艺术节中获

“优秀组织奖”；创新创业方面以“挑战杯”“ 攀登计划”为重要依托，不断提升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2020 年攀登计划立项 13 项，数量创历史新高，质量上也首次获得重点项

目立项突破；成长服务方面推行“校长接待日”和“青年之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帮

助学生解决在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切实服务学生成长成才。校学生会也获评 “广

东省优秀校学生会”荣誉称号。

广东民办高校唯一！我校学生会

当选全国学联团体委员

广东白云学院学生代表苏竞文同学出席会议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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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由广东鞋业厂商会、

广东省皮革协会、广东省工业工会联

合主办，广东新濠畔集团有限公司独

家冠名的“新濠畔杯”第三届广东

省鞋类设计职业技能比赛暨“睢县

杯”2020 年全国皮革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鞋类设计）广东赛区预赛，在广

东白云工商技师学院举办。经过激烈

的实操比赛和理论知识比赛，广东白

云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

专业黄国宝老师，在比赛中与万里马

鞋业等行业高手同场竞技，最终突出

重围，荣获三等奖，顺利获得国赛资

格。作为协办单位，董事长谢可滔先

生也亲临现场，观摩比赛。

此次比赛共计 65 名选手参加，

分别为来自各大院校、企业的优秀选

手，其中包括新百丽鞋业（深圳）有

限公司、天创时尚有限公司、万里马

鞋业等行业翘楚。国赛评委于百计教

授、温州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李运河院

长亲临比赛现场，向选手们解析比赛

标准。

2020 年全国皮革行业职业技能

竞赛决赛将在今年年内举办。本次鞋

类设计职业技能的比赛，不仅为企

业、院校及各设计师提供了交流学习

机会，也极大地激发了参赛设计师精

益求精的创作热情，为培养创新型人

才，全面提升设计队伍的技术技能水

平，助推制鞋产业转型升级起到重要

作用。

通过参加此次比赛，学院服装与

服饰设计专业教师能崭露头角，不仅历练了教师自身专业技能，还学习到了一线企业的宝

贵知识，从而进一步激发了投身到自身专业建设的积极性。

艺术学院教师比肩“万里马”，挺进全国赛

（图文 / 艺术设计学院：董  炜）

比赛现场

黄国宝老师（右三）荣获三等奖

评委与选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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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东白云学院 2018 级土木工程专

业空降了一位专插本保送生。他在混凝土的世

界中找寻自己的梦想，一步一脚印，脚踏实地

走向世界大赛的冠军之路。他就是第 45 届世

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金牌获得者——李

俊鸿。

10 月 19 日， 李 俊 鸿 来 到 广 东 白 云 学 院

2018 级土木工程专业报到，从今天开始正式成

为一名白云人，将在这里展开人生新的篇章。

夺冠，是他意想不到的

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次，被誉为

“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混凝土建筑项目作为

一个新兴项目，我国更是首次参加这个项目。

李俊鸿从申请报名到通过层层选拨，先后在广

州市、广东省、国家选拔赛中突出重围，以第

一名的优异成绩，成功取得代表中国参加在俄

罗斯喀山举行的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

建筑项目的资格。

在谈到参加世界大赛的过程时，李俊鸿告

诉笔者，最后夺冠的结果其实是他意想不到的。

他说道：“一件事还没有做之前，不要太在意

结果，因为结果可能是会让你意想不到的收

获。”在俄罗斯比赛的时候，比赛的时间十分

紧迫，要在 4 天不到的时间里完成自己的参赛

作品。队友的意外受伤，瞬间打乱了比赛的节

奏。此时的他尽管十分紧张但已经将结果抛在

脑后，他依然沉着地回到赛场上，只管一鼓作

气，抱着“豁出去”的心态，扑在比赛作品上。

或许，正是有了这样不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

神，随着队友的回归赛场，二人并肩作战，咬

牙坚持，最后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品。

自我要求，不断提升

李俊鸿告诉笔者，他在以前就关注过白云

学院的土木工程专业，觉得学校的师资和学习

世界技能大赛冠军入读广东白云学院

李俊鸿到学校报到

李俊鸿参加比赛

比赛现场

李俊鸿获奖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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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都是他理想中的样子，当时就非常希望能够进入广东白云学院学习。

尽管已经获得了世界冠军的成绩，但面对即将到来的学习生活，他也有一丝担忧。李

俊鸿在过往的学习中可能更注重实际操作，理论知识的基础相对较弱。“相比白云学院的

其他同学，我的理论知识可能还是有所欠缺，挺担心自己学习方面会跟不上，比较吃力。”

今天，当他真的置身白云的校园，老师和同学的友好热情，浓厚的学习氛围，不仅让

他的担心有所减少，更是让他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前路浩荡，未来可期

除了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李俊鸿还获得

了“广东青年五四奖章”，“第二十届全国青

年岗位能手”称号。面对曾经获得的荣誉，淳

朴坚韧的李俊鸿谦虚地说道：“好汉不提当年

勇，已经获得的成绩都已经过去了，更重要的

是以后能获得什么样的成绩。”

在谈到对未来的规划时，李俊鸿坦言道：

希望能用在白云学院这几年的学习，好好完善

自己的不足，增加专业理论知识，不断扩宽自

己的知识面，继续增强自己的实际操作能力。他的目标也十分明确，在学习上，他希望能

够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在白云学院的学习积累，进入更高等的院校深造；在工作上，他

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进入在行业内具有领先地位的企业，接触更大的平台，开阔更广的视

野，在建筑领域闯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前路浩荡，相信李俊鸿能够在广东白云学院的引

领下，乘风破浪，再创辉煌！

李俊鸿初入广东白云学院

（文 / 党委宣传部：周钰滢   图 / 党委宣传部：吴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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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余丽红）

为了推动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电子技术任课教师专业的发展和教学能力的提升，进一

步激发教师投入课程建设和教学研究的热情，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组织青年教师参加 8 月

份举办的第三届全国（中南赛区）高等学校青年教师电子技术基础、电子线路课程授课竞赛。

本次教学竞赛，学院领导高度重视，在学院微信群，QQ 群里发布竞赛通知，动员青

年教师积极参赛，为参赛教师创造良好的环境来录授课视频，对参赛教师的课件进行指导，

建议课件章节中要有复习，有总结，讲课内容要从生活实际出发，授课过程要遵循评分标准。

为了进一步提升竞赛水平，8 月 5 日，学院专门组织青年教师在线观摩广东省第五届高校（本

科）青年教师教学大赛总决赛的现场直播，学习优秀教师的讲课风采。

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师参加了中南赛区的竞赛。中南

赛区有来自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河南和海南 6 个省、22 所高校的 57 名教师参加决赛。

其中包括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等 985 院校的教师。

学院教师根据比赛要求认真准备教学资料，反复修改教学 PPT，重复录制讲课视频。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余丽红老师获得中南赛区一等奖，崔晓老师获得二等奖，曹蕾老

师获得三等奖。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积极组织教师参加电子技术授课比赛，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对提

升学院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对学院电工电子教师团队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

我校教师荣获全国高校电子技术授课竞赛

（中南赛区）一等奖

成绩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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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9 日上午，“建行杯”第六届“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分赛 -- 决

赛于华南理工大学举行，我校项目“艾健康 -- 富硒艾草养生产业链综合扶贫”喜获银奖。

由于疫情的特殊原因，决赛采用线上路演和答辩的形式进行，全省共有 263 支高校团

队参加。我校项目“艾健康 -- 富硒艾草养生产业链综合扶贫”参加“红旅赛道商业组”决赛，

该赛道共有 40 支团队，产生 10 个金奖，30 个银奖。

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首次举办于 2014 年，已经成为覆盖全国所有高校，

对高校师生影响最大的赛事活动之一。此次入围省级决赛是我校在此赛事的新突破，项目

核心成员蓝雪美、邓绩、谭小青、林绮晴、刘建平、黄卓盈、陈紫鸳来自五个学院六个专业，

其中有三个退伍军人。学校领导非常重视决赛的举办，黄大乾校长指示各部门要密切配合、

全力支持，创新创业学院组织参赛团队于 7 月 27 日 -8 月 9 日返校集训；集训期间在创新

创业学院常务副院长赵霖、项目指导老师傅静微、杨辉、胡世雄的悉心、耐心指导下修改

完善创业计划书，打磨路演 PPT，进行队员答辩演练等，每天的培训时间超过了十二个小时。

此次线上路演在学校教育技术中心的大力支持下顺利完成。路演环节中，退伍军人谭

小青同学心理素质过硬，从容淡定，给评委们留下良好的印象；答辩环节中，蓝雪美、陈

紫鸳、邓绩、林绮晴配合默契，灵活应答，展示出大学生与退伍军人的风采。经过评委们

公正公平、严肃认真的评审，我校项目获得 80.08 高分，在银奖中排名靠前，充分展现了

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特色及同学们过硬的综合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我校在“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决赛中

收获银奖

（文 / 外国语学院：傅静微   图 / 创新创业学院：胡世雄、赵  霖）

赵霖主任晚间仍在辅导学生 学生团队成员、指导老师及现场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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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响应广东省科技厅关于“攻坚克难·全面胜利”2020 年农村科技特派员“暑

期大下乡”活动的倡议，8 月 18 日至 20 日，副校长吴立平教授带领艺术设计学院农村科

技特派员成骏副教授团队、方建松副教授团队前往对接的兴宁市贫困村开展科技扶贫工作。

党委书记李建华参加活动。

此次下乡开展科技扶贫，主要工作内容为：成骏团队对接的大村村农副产品和土特产

品的品牌与包装的深化设计，陈华钢、成骏、方建松三个团队对接村联办的生态农旅稻草

艺术节项目场地考查、工作分工，方建松团队新对接贫困村的考查、调研。

大村村第一书记郑狄杰和该村农林专业合作社的合作单位四季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苑红，与特派员团队成员召开了研讨会，研讨四季美、薯稻香、华唇塘和果道心迹

四个品牌及包装的深化设计，并启动新的无花果茶品牌及包装设计项目。针对大村村参与

的生态农旅稻草艺术节，就大村可用于稻草艺术节的资源、如何把大村的农副产品或土特

产品及大村农林合作社与四季美公司的品牌通过艺术节进行展示推广，开展了深入的探讨。

会后举行了科技特派员项目挂牌仪式。

为进一步落实将在华新村、大村村、河口村联办的生态农旅稻草艺术节的场地选址工

作，吴立平副校长带领科技特派员团队成员，在三个村的第一书记及企业负责人的陪同指

引下，对场地的布置、条件、合理性以及场地的具体尺寸、活动安排进行了现场考察与研究。

针对生态农旅稻草艺术节项目的开展，广东白云学院农村科技特派员扶贫项目组、广

“生态农旅 + 设计服务”——艺术设计学院探

索科技扶贫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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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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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社会科学院驻村扶贫工作组、四

季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以

及联办艺术节的各村村委书记或第一

书记，一起探讨了生态农旅稻草艺术

节相关具体工作。此次研讨，在陈华

钢教授团队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一

步明确了艺术节的活动板块和内容，

对前期工作进行了具体分工，其中由

我校负责的工作项目包括：1、活动

Logo、吉祥物、宣传物料设计；2、整

个活动的导向系统设计；3、宣传视频拍摄制作；4、工作人员工作服、游客纪念服饰和纪

念品设计；5、舞台、活动的背景、布景设计；6、展示布局及展板、展架设计；7、稻草

造型艺术作品、装置作品、主题墙绘创作；8、舞龙舞狮、拉拉舞、服装走秀表演等。

最后，吴立平副校长带领科技特派员团队成员，深入新对接的贫困村开展考察、调研，

了解贫困村基本情况、产业现状，发现问题，深度挖掘需求，凝炼科技助农项目。

此次由吴立平副校长带领艺术设计学院科技特派员开展的“暑期大下乡”活动，共走

访、调研了对接的 5 个贫困村，行程紧促、内容丰富，工作成效显著。吴立平表示，生态

农旅稻草艺术节将成为兴宁市乡村文化旅游的重要形式，是改变乡村面貌的重要驱动力。

而设计服务则以艺术设计促进农副产品附加值提升，推动产业升级和城乡发展。艺术设计

学院科技特派员团队，以生态农旅 + 设计服务，走出了助力脱贫攻坚的新途径，成为科技

扶贫的新模式。

现场考察

座谈交流

（文 / 艺术设计学院：马文镰   图 / 艺术设计学院：黄国宝、康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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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建筑工程学院：唐小方）

10 月 9 日至 10 月 12 日，

广东白云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袁富贵副院长带领特派员团

队（颜英，朱浩稳，唐小方，

陈晓旭，臧进）一行 6 人，

赴清远市英德市桥头社区和

清远市清新区石潭社区进行

调研工作。

10 月 9 日 下 午， 调 研

组一行来到英德市桥头社区

进行调研工作。在赖习兴书

记的和农业局局长张廷意

的陪同下，调研了当地的情

况，就当地建筑、农业产业

等情况与村干部进行交谈，

在乡村振兴与发展方面达成

共识，10 日对桥头社区进

行 走 访 调 研，11 日， 调 研

组一行来到清远市清新区石

潭社区进行调研工作，调研

组和村干部开展了进一步的

详细交流，并前往农地和村

庄进行调研。

本次农村特派员下乡活

动，实现了科技下乡，科技

助农项目的调研目的，受到

了社区领导和村干部及村民

的欢迎。调研组收获颇丰，

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将积极

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并有

计划的安排下一步深入调研

及相关工作，从而更好的推

动农村特派员项目的发展。

建筑工程学院农村科技特派员下乡调研

科技特派员团队赴清远调研

与当地村干部座谈

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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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 周年作出的重要指示精

神，8 月 28 日至 29 日，我校林春景教授、柳贵东博士、周宝玲讲师、李进东助理研究员

等团队积极响应广东省科技厅 2020 年暑期大下乡活动号召，一行 4 人赴广东省韶关市翁

源县坝仔镇芙蓉村进行科技助农项目 -- 农村养殖温控、报警设备开发与推广应用。团队

与村第一书记刘锦太、副书记刘闯荣以及养殖大户刘金华进行充生猪养殖探讨、并进行自

动化温控设备初次安装与调试。

从 2019 年 9 月开始，林春景团队便在芙蓉村开展《农村养殖温控、报警设备开发与

推广应用》科研攻关项目，进一步研究开发通风产品、温控灯和环控系统报警器等自动化

设备，提升养殖场管理效率。

今年 2 月份，广东省科技厅希望综合运用各种农业科技力量为全省“抗疫情”“保春耕”

带来技术保障。林春景团队积极发挥党员农村科技特派员先锋带头作用，与对接的韶关市

翁源县坝子镇芙蓉村，开展线上填表调研与技术调研工作，多次线上网络指导献计献策，

助力困难农户销售滞销农产品，并给予农户生产养殖方面的指导，为农村养殖业升级提供

“良方”，以多次会议和现场走访形式了解芙蓉村养殖场情况，提出了不少指导性建议。

8 月份，林春景教授团队再次进入坝仔镇芙蓉村开展科技扶贫工作，继续推动对接科

科技特派员林春景团队为芙蓉村养殖业提供

自动化“良方”

团队查看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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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李进东、刘海云）

技服务项目。团队成员下高速

后，首站直接前往养殖户刘金

华养殖现场，柳贵东博士首先

演示了设备操作方法和注意事

项并手把手教学农户使用与基

本设置。然后直接入农场猪圈

进行设备的现场安装和调试。

炎热的天气，陈旧猪舍伴有粪

臭味氨气味，教授与博士等团

队成员毫无怨言。老一代养殖

户刘金华老父亲看到科技特派

员团队这么热心、这么辛苦，

非常感动。坝仔镇芙蓉村刘锦太书记对林春景教授科技特派员项目团队在骄阳似火、热浪

袭人时刻下乡助农行动很是感谢。并热情地与林春景教授及其团队成员进行了深入交谈，

高兴地进行了“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的挂牌。

这次暑期下乡的重点任务是针对农户与村委提出的传统养殖业管理没有智能化设备、

投入成本高、管理不当等困难，林春景团队对管理上进行分析与指导，提出了不少指导性

建议，并带上科技产品与设备（由团队成员柳贵东博士和广州动福源畜牧设备有限公司共

同研发的畜牧场温度自动控制系统，此套系统可控制畜牧场湿度、温度等实现自动化、信

息化与智能化目标）进行现场调试，团队成员教农户进行使用、设备设置，并希望他们在

试用过程中提出反馈，为下一步整套设备安装调试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林春景教授与刘锦太书记为“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挂牌

在猪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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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至 26 日，广东白云学院的省农村科技特派员邱明辉博士团队和周美娟教授

团队联袂深入扶贫第一线，深入调研省定扶贫村的实际需求。

两个团队的科技特派员有邱明辉、周美娟、苏康永、陈春富、李郁林、翟敏焕和黄斌

7 位老师，可谓“七仙过海”，涉及信息管理、无线电技术、电子技术、控制理论、计算

机科学等专业背景，两个团队联袂调研能够充分发挥每个科技特派员的专业特长，通过强

强联合形成合力从更多角度研究问题，提

出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

五天时间里，两个科技特派员团队调

研了梅州市五华县的潭下镇布坪村、长布

镇太平村和周江镇蓝坑村三个省定贫困

村。在周美娟教授的带领下，大数据与计

算机学院的李郁林主任、翟敏焕主任和黄

斌老师一行 4 位农村科技特派员还对河源

市东源县黄村镇三洞村、梅州市大埔县枫

郎镇梅溪村和梅州市大埔县洲瑞镇大坑村

进行实地走访和调研。

每到一个村，团队成员都与村书记、

主任、驻村干部和村民们进行了深入的交

流，详细了解了贫困户的生活、生产和扶

贫情况及村里的生产条件、经济收入和发

展状况，实地考察了村里的各项扶贫项目，

比较深入、细致地掌握了每个村的基本情

况和实际需求。

在潭下镇布坪村，科技特派员调研了

村里的水力发电站。该水力发电站兴建于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目前仍在运作，但发

电设备老旧，水压指示不准确；压力池建

在高山上，发电前需要工作人员爬上高达

110 米的山上测水压，下山后再开启联动

开关，不仅耗时费力，而且存在安全隐患。

科技特派员实地考察了水力发电站后收集

了第一手资料，准备回来后组织科研力量

重点解决水压测试问题。

在长布镇太平村，科技特派员调研了

该村的坚果种植基地。该村自 2017 年起

  科技特派员邱明辉、周美娟团队：

“七仙过海”，为贫困村“会诊”

特派员与村干部、驻村干部和村民进行交流

农村科技特派员调研水力发电站 

农村科技特派员调研坚果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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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经济联合社的企业 + 农户的经营模式种植夏威夷坚果，现已种植 800 亩，计划发展到

10000 亩。采用这一经营模式，一方面提高了闲置土地的利用率，另一方面也给贫困村民

提供了就业增收的机会。在调研中特派员发现，如何帮助农民向职业工人转化，包括保护

员工权益、树立职业道德和建设企业文化等方面值得深入探讨。

在周江镇蓝坑村，科技特派员调研

了该村的生猪养殖场。由村民小组长经

营的生猪养殖场建在大山深处，目前有

存栏母猪 200 多头，生猪 2000 多头，这

几年来猪仔和肉猪的销路都非常畅旺，

但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养猪专业知识，养

殖场建在山上，湿气比较重，生猪饲养

中的温湿度控制和饲料的防潮防霉都有

一定的困难。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团队成员

大胆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受到村干部的认可，一部分建议已经被采

纳。邱明辉博士表示，通过这几天的调研，比较深入地掌握每个村的实际需求，回校后将

进一步与各村商讨，利用科技特派员的专长，充分挖掘校内外资源，制定具体的帮扶方案，

做实做细帮扶工作，助力当地农民增产增收。周美娟教授强调，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

广东白云学院作为一所有影响力的应用型本科民办院校，将结合学校各个专业基础和优势，

整合校内校外资源，协调各方力量，创造有利条件，支持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与对接贫困

村开展科技服务，积极展现“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白云精神，为科技兴农、乡村振兴

和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三洞村的授牌仪式

农村科技特派员调研生猪养殖场

（文 /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邱明辉、李郁林、翟敏焕、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苏康永
图 /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黄  斌、陈春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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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至 19 日，我校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

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万世明教授项目团队，积

极响应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 2020 暑期大下乡

活动，团队一行 4 人赴广东省化州市官桥镇开展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助农项目：基于物联网的水产

养殖环境监控系统的应用。团队经受住了户外的

烈日酷暑，在丰村村、径口村与水产养殖农户陈

春林一起，在本地罗非鱼出口基地的鱼塘现场进

行了第一批物联网水产养殖设备的安装和调试。

6 月，万世明教授团队曾前往该村向村委会和水产养殖户介绍了团队科技助农项目的

内容和目标，制订、落实了水产养殖环境监控系统的技术方案和实施进程。

7 月，正值学校放暑假，万世明教授团队成员积极与学校财务处、物资处、科研处等

各方协调，想方设法为科技助农项目的设备采购做好各项工作，在网上、线下挑设备询价

格，为水产养殖户争取到物优价廉的水产养殖设备，将有限的项目资金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8 月，当第一批鱼塘远程监控及其设备准备好后，团队于 8 月 18 日出发了，虽然天

气预报 18 日夜间到 20 日有台风，但团队成员依然初心不变，他们想着早一天为贫困水产

养殖农户安装好设备，农户就可以早一日感受到全新的鱼塘物联网技术管理模式：手机远

程监控、鱼塘无人值守、鱼料自动投喂、水池自动增氧，就可以早一日让贫困水产养殖农

户们改变观念、改变方式、改变生活。

新任官桥镇丰村邱志达书记对万世明科技特派员团队暑期下乡、科技助农行动、智慧水

产养殖，很是兴奋、赞扬，他代表村委会和全体农户感谢广东白云学院科技特派员项目团队，

并热情地与万世明教授及其团队成员进行了深入交谈，高兴地进行了“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

的挂牌，向本村农户们展示了我校农村科技特派员科技助农的热心、爱心和一帮到底的决心。

团队成员在村委会短暂停留之后，便前往径口村贫困养殖户陈春林水产养殖现场。万

世明教授和团队成员向农户陈春林移交了第一批水产养殖环境监控系统及其设备：4G 网络

球机摄像头、立杆、投料机、制氧机、自动操纵控制板等。台风来临前的天气异常闷热，

农户陈春林家门口养了鸡和鹅，到处都是动物排泄的粪便，空气中混夹着特殊的难闻的气味，

没有可以坐下来歇脚的地方，但团队成员一点都不介意。万教授细心告诉陈春林每台设备

的名称、用途、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之后，团队成员将设备手抬、肩扛或车推，搬运到

杂草众生的鱼塘田埂，完成了设备的现场安装和调试。炎热的天气，团队成员个个汗流浃

背，衣服汗透，水产养殖户陈春林看到这些设备非常开心，看到农村科技特派员这么热心、

这么辛苦，非常感动。“你们做了那么多却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农户陈春林哽咽地说。

万世明团队积极响应国家、广东省的脱贫攻坚号召，结合本校学科专业特点，发挥学

校人才、资源聚集优势，利用信息技术对设施智能化控制、精准化运行及科学化管理，能

减少养殖消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业效益。随着智能化水产养殖的广泛推广，可以全

面提升当地农村的水产养殖水平，对于促进渔业转型升级和生产方式转变，实现渔业现代

化、农民增收脱贫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科技特派员万世明团队赴化州帮建水产养殖

环境监测系统

（图文 /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熊   蓉）

万世明教授团队和养殖户陈春林在安装好的自
动投料机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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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彩纷呈队队员参加华新良品电商中心开业典礼

跟当地村民进行经验交流

艺彩纷呈队队员进行直播带货示范

合影留念

8 月 28 日，艺术设计学院第一学生党支部书记敖长椿老师、第二学生党支部书记林

自强老师，带领由梅州当地学生党员组成的“艺”彩纷呈队，开展“携手奔小康 共筑中

国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28 日一大早，艺彩纷呈队队员参加华新村、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共同

打造的华新良品电商中心开业典礼。当天，艺彩纷呈队队员助力村民展开首次直播带货，

作为梅州本地人通过抖音平台，向乡村村民、向同学、老师、朋友推荐华新村的农副产品，

为自己家乡产品代言，为华新村村民做一次直播带货的示范。同时跟当地村民进行直播带

货的经验交流，提供智力、经验、技巧上的帮助，帮助村民拓展农副产品的销路。

这座中心作为农副产品的集中地和对外销售的窗口平台，很好地扩展了农副产品的销

售范围，而这次艺彩纷呈实践队队员做了一次直播带货示范，得到村民们的赞赏，对于学

生的直播技巧，学生的综合素质，村民们也是称赞不已，并且在直播之后的经验分享会上，

负责人现场表示想与学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希望能有梅州的学生回到家乡，回到农村中

做贡献，农村需要这样的人才，把他们的农副产品推向全国各地。

  艺术设计学院师生再赴华新村：

直播带货 “艺”彩纷呈

（图文 / 艺术设计学院 : 林自强   值班编辑 / 曾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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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8 日至 30 日，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农村科技特派员康艺之带队前往河源市东

源县黄村镇三洞村、梅州市丰顺县汤南镇新埔园村、汤西镇新岭村展开农村科技特派员送

科技下乡对接活动。应用经济学院张泽彬书记、吕海燕副教授、温氏大华农疫病控制中心

黄水洪主任随同前往。

在河源市东源县黄村镇三洞村，

我校科技服务队与来自暨南大学、仲

恺农业工程学院的科技服务队伍共同

参加了该村科技特派员送科技下乡对

接座谈会。河源市科技局吴仕延副局

长、黄村镇刘传举常务副镇长、三洞

村驻村第一书记许志农等领导，村委

会干部、村民代表参加了会谈。会上，

驻村第一书记许志农首先介绍三洞村

基本情况。康艺之副教授介绍了我校

开展农村科技特派员送科技下乡的情况和项目团队带来肉鸡养殖技术、疾病防治技术、销

   科技特派员康艺之团队：

多方“会诊”，助力乡村振兴

我校科技服务队在三洞村科技下乡对接座谈会上介绍科技服务项目

三洞村科技服务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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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技术等服务等。会后，我校服务队对三洞村的林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情况进行了实

地考察，并针对该村 94% 土地为林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发展林下经济的建议，得到与

会专家的一直认可。

在梅州市丰顺县汤南镇新埔园村，我校科技服务队与村委会成员、部分贫困户展开座

谈交流。新埔园村罗衡

主任对该村基本情况、

产业情况、贫困户情况

进行了介绍。针对该村

人均土地面积稀少、养

鸽产业销售不畅等实际

问题。服务队提出了助

其打造服务品牌、优化

包装设计、利用现代电

商平台展开产品营销等

建议。对部分有高考学

生的贫困家庭面临的升

学问题，应用经济学院

张泽彬书记积极提供报

考志愿咨询服务，并与

其建立联系方式确保后

续跟踪帮扶。

在梅州市丰顺县汤

西镇新岭村，我校科技

服务队与村委会成员展

开交流。新岭村陈永发

主任介绍了该村的贫困

户情况和产业发展思路。

在获悉该村获得 240 万

养鸡业投资，却正面临

鸡舍建设问题，急需有

资质的专业设计规划时，

我方立刻与当地温氏集

团丰顺分公司取得联系，并集齐新岭村陈永发主任、省政协对点扶贫干部傅关富主任、温

氏集团丰顺公司林正飞总经理、大华农疫病控制中心黄水洪主任五方联席共商落实养殖场

规划设计等问题。办事效率令当地村干部深受感动。

通过此次农村科技特派员送科技下乡对接活动，广东白云学院的科技服务队伍已与贫

困村建立联系，并初步展示了我校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在今后的工作中，学院还将继续

秉承白云精神，进一步深入基层一线，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调查研究、技术培训

指导等工作，将对接工作做实做细，确保下乡对接取得实效，助力当地农民增产增收。

我校科技服务队为新埔园村进行农村科技特派员授牌

我校科技服务队与新岭村村干部讨论养殖场设计

（图文 / 应用经济学院：康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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