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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职院讯 近日，陕西省教育厅下

发《关于表彰第十二届陕西高职院校

教学名师获奖教师的通知》，我院李

录成教授荣获第十二届陕西高等学

校教学名师奖。

李录成教授在多年的教学工作

中，始终兢兢业业，以扎实学识、仁

爱之心感染和引领学生成长为社会

有用之才，多次指导学生在比赛中获

奖，积极投身科研工作，主持教育部

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 1

项，完成省市横向纵向科研课题 5项，

主持社会服务项目 14 项，出版专著、

教材 7 部，发表科研论文 26 篇。他

的多项作品入选国家级美术作品展，

20 多次参加省级美术设计作品展览，

获省级以上奖项 12 次。
（教务处 苏晓丹）

我院教师李录成
获陕西高校教学名师称号

巨晓林技能大师联创共建工作室在我院挂牌成立

宝职院讯 4 月 26日下午，我院在

大学生活动中心第二会议室召开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暨党史

学习教育交流研讨会，深入学习《论中

国共产党历史》《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有关篇目，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

期间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职

业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市纪委

有关党风廉政教育资料。围绕党史学习

教育交流研讨，引导全院党员干部进一

步强化责任担当，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抓

好当前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党委书记苏

永兴主持会议并讲话。党委副书记杨清

漪，党委常委、副院长娄广信、宫先成、

张宏伟分别领学了相关篇目。

会上苏永兴、杨清漪、宫先成、张

宏伟等院级领导，质量控制中心主任

余洋、思政部主任苗宏宗、财经商贸学

院党总支书记周敏、凤翔师范学院党

总支副书记李宗权等处级干部紧密结

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党史学习教育

交流心得体会。

会议指出，学好《论中国共产党历

史》、《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等指定学

习资料，对于广大干部师生学好党的历

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全体党

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福

建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

指示，加强党风建设，坚定不移，警钟长

鸣，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

会议要求，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

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是学院当前首要

政治任务。要以“10 个 100”系列活动

为载体全面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加强

党对学院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要坚决树好党史观。坚

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

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

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

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旗帜鲜明反对

历史虚无主义，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导

向正确。要扎实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以

“书记院长有约”接待日为抓手，以“为

师生办实事”为落脚点，切实解决师生

工作、学习和生活方面存在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要坚决夯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时刻绷紧意识形态之弦，对

标“一岗双责”要求，对照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清单，切实抓好理论武装、舆

论引导、阵地管控、网络意识形态、宗

教和统战、舆情应对等各方面工作，扎

实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落实落地落细。

学院副处以上干部，主持工作的

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宣传统战部 罗盈）

宝职院讯 4 月 24 日上午，以国家首批技

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巨晓林命名的“宝鸡职

业技术学院·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西安电气

化公司巨晓林技能大师联创共建工作室”揭

牌仪式在我院举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

主席巨晓林、宝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瑛共

同为工作室揭牌，巨晓林、李瑛、学院党委书

记苏永兴讲话。中铁电气化局集团西安电气

化公司工会主席、副总经理谭素明，巨晓林技

能大师工作室办公室主任龙伟，市政府副秘

书长韩景钰，原宝鸡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

长张根萍出席揭牌仪式。学院党委常委、副院

长娄广信主持揭牌仪式。

当天上午，巨晓林技能大师联创共建工

作室在我院和中铁电气化局集团西安电气化

公司宝鸡培训中心同时揭牌。

巨晓林技能大师联创共建工作室由我院

和中铁电气化局集团西安电气化公司联创共

建，巨晓林任工作室总顾问，团队以导师带徒

方式，由中铁电气化局集团西安电气化公司

选派的 8 名技术拔尖人才和学院 8 名专业教

师组成。工作室将围绕轨道交通工程及相关

施工业务，以降低成本、节能减排、技术改造、

技术革新、安全生产为重点，开展技术攻关、

技能培训、管理创新、科学研究、学习交流等

活动，以导师带徒方式带动职工、师生提升技

术技能水平，培养企业发展所需科技、生产、

管理等人才，为企业发展提质增效。巨晓林作

为从宝鸡走出去的大国工匠，联创共建工作

室的成立是巨晓林团队支持宝鸡产业转型升

级、推动技术创新、为家乡培养更高水平技能

人才的具体举措，也是他回报家乡、建设家乡

的心愿。

上午 9 时，巨晓林大师以《学好本领，做

有理想的人》为题，为我院 1000 余师生代表

作专题辅导报告。

巨晓林表示要通过工作室这一新平台，

发扬“促创干、争一流”的电气化精神，把自己

的工作经验和方法传授给企业职工和广大师

生，带领团队成员一起钻研技术，推广先进适

用技术，优化施工工艺工法，加快科技、教研

创新成果转化，提高生产效率，开展技能培

训、学习交流，充分发挥工作室的集体合力，

运用团队智慧，和师生一起为家乡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力量。

李瑛指出，宝鸡作为关天经济区副中心

城市，产业正在转型升级，需要像巨晓林大师

这样的大国工匠支持。近年来，市委、市政府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职业教

育的重要论述，全力支持宝鸡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宝鸡职业技术学院要充分发挥技能

大师工作室在传承工匠精神、传授职业技能、

创新研发成果等方面的作用，立足宝鸡、面向

西部、辐射丝路，以“双高”院校建设为目标，

加强内涵建设，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

苏永兴表示，学院成立巨晓林大师联创

共建工作室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

育重要指示的实际行动，是深化校企合作、产

教融合的积极探索，也是推进“双高型”院校

建设的重要举措。他希望，工作室传承大国工

匠精神，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发扬“忠诚、实

干、创新、奉献”的晓林精神，打造技术创新新

平台，不断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挥工

作室带动辐射作用，为宝鸡社会经济发展培

养更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目前，学院已成立大师工作室 7 个，与

省内外 150 余家大型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关

系，开设各类订单班、定向班 27 个，应届毕业

生平均就业率达 95% 以上，累计为社会培养

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和高技能人才 8 万

余名。

西安电化公司办公室主任李晓亮、联创

共建工作室西安电气化公司带头人任建锋，

学院党委副书记杨清漪，党委常委、副院长宫

先成、张宏伟，中铁电气化局集团西安电气化

公司代表，巨晓林大师工作室代表，学院师生

代表共 130 余人参加揭牌仪式。
（宣传统战部 梁少刚）

宝职院讯 4 月 23 日是第 26 个世

界读书日。当日下午 3 点, 宝鸡市“培

根铸魂 与春共咏——书香陈仓文明宝

鸡我领读走进宝职院”领读活动在我院

文体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领

读者，通过语言的力量、朗诵的情怀，扬

家国之情，极经典之美，尽诵读之快，颂

扬新时代, 共话中国梦。本次活动由市

委宣传部、陕西人民出版社、市委文明

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宝鸡职业技

术学院、宝鸡电视台承办。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武勇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万奎，市政协副主席张望，学院党委

书记苏永兴，市政府副秘书长韩景钰，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胡惠荣

出席活动。当天，74.2 万人在线观看

直播。

朗诵会在美轮美奂的灯光和典雅

唯美的背景中拉开序幕，一场场朗诵串

联起四个篇章。

在第一篇章《诗从春天来》中，轻

柔舒缓的《春》带领观众沉醉在浪漫唯

美的诗境；《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朗

读》引导大家爱读书、勤读书、多读书，

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共鸣；情景朗诵《致

青春》与大家共话青春、畅聊读书、逐

梦未来。

第二篇章《经典的回声》，带领观

众透过历史的眼眸，重温经典的篇章。

《诗经? 秦风? 蒹葭》《诗经? 秦风? 无

衣》诗经朗诵和《登太白峰》《闻官军收

河南河北》《水调歌头》《书愤》等古诗

词朗诵，带领观众徜徉在古诗词的长

河中，去感受诗人们朴质、真切的情思，

去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散文

诗朗诵《海燕》在朗

诵人激情高亢的呐

喊声中，将全场的气

氛点燃。

在《 红 色 的 记

忆》篇章里，诵读红

色经典，重温革命精

神，感受信仰力量。

《红岩魂》《烈士夫妻

的书信》等红色经典

被深情咏诵，台上台

下被激昂的诗句感

染着、激励着，爱国

情、报国志，被再次

点燃。宝鸡市教育局

局长惠强、作曲家、

宝鸡市音乐家协会

艺术顾问秦峨，苏永

兴朗诵毛泽东诗词，

慷慨激昂中彰显出

“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英雄气概、“乱云

飞渡仍从容”的战略

定力和“风景这边独

好”的未来自信。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武勇超登台分享了散文《匆匆》，用丰

富情感的生动表达，发挥经典的文化力

量，鼓舞全市人民珍惜韶华，奋发有为，

奋力谱写新时代宝鸡追赶超越新篇章。

在最后一个篇章《起航新征程》中，

《出征》《凝聚的力量》《最美家书》等抗

疫精神组诗朗诵以诗抗疫，记录真情，

凝聚力量，用诗歌表达同舟共济，共克

时艰的信念，学生代表为最美的逆行者

献上鲜花，致敬英雄。三位驻村第一书

记深情诵读《扶贫印象》，讲述他们不畏

艰辛，脱贫攻坚的主题诗书。《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抒发了中华儿女的民族自

豪感和国家荣誉感。《从七月出发》带领

大家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

程。朗诵会在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落下帷

幕。全场响起热烈掌声，领读者的精彩

呈现，突出了文学作品的美感情怀，达

到了朗诵艺术的美育效果。

市委文明委成员单位的分管负责

同志；宝鸡文理学院、宝鸡职业技术

学院、宝鸡高新区党工委、宝鸡市文化

和旅游局、宝鸡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

宝鸡日报社、宝鸡人民广播电台、宝鸡

电视台、宝鸡新闻网以及省级新闻单

位驻宝记者站的负责同志；各县（区）

委宣传部、文明办，各县区教体局、文

旅局的领导；宝鸡市作协、宝鸡市国

学会、宝鸡市散文家协会等代表参加

朗诵会。

 （宣传统战部 陈致昊）

宝职院讯 4 月 24—25 日，陕西省

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暨

中国· 宝鸡食品产业“十四五”高质量

发展论坛在我院成功举行。活动由省

食品科技学会、省营养学会、省食品工

业协会联合举办，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承办。省内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

和食品行业的企业家齐聚我院，聚焦

食品产业升级关键技术创新，全面展示

全省食品生产理念和科技创新成果，共

话全省“十四五”食品产业发展大计。

省科学技术厅农村科技处副处级调研

员李艳扬、陕西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理事长李建科、西安理工大学副校长

申烨华、学院党委书记苏永兴致辞。陕

西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秘书长刘建书

主持开幕式。

会议以“中国· 宝鸡食品产业‘十

四五’高质量发展”为主题，28 位食品

行业专家围绕特色食品加工技术、食品

营养与健康、食品安全等领域，从基础

理论研究、实用工艺技术运用、前沿学

科探讨等方面开展专题报告。研究生论

坛为研究生提供一个展示自我、开拓思

维的互动交流平台，19 名研究生围绕

主题进行学术交流。会议共收到 59 篇

论文，专家组评选出优秀学术论文奖并

为获奖人员颁发证书。

会议宣布了增补副理事长、常务理

事及副理事长单位、常务理事单位的决

定，确定了下一届学术年会承办单位。

期间，参会代表参观了学院食品加工实

训室、生命科学馆、中草药标本室等教

学场所。

代表们反应，这届学术年会，出

席的代表层次高，学术报告新颖，充

分展示了我省食品科学技术研究的

最新成果，加强了我省食品科学技术

各相关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

了校企联合和产学合作，为我省食品

科研工作提供了动力、为企业发展谋

求了机遇。

陕西省营养学会理事长、西安交

通大学张瑞娟教授，西北大学食品科

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岳田利教授，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

长吕欣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食品工程

与营养科学学院院长杨兴斌教授，陕

西科技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院

长黄峻榕教授，陕西农产品加工技术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陕西科技大学陈

雪峰教授，陕西理工大学陕西省资源

生物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新生教授，陕

西省食品协会副秘书长孟兰花，安康

富硒产品研究中心主任唐德剑，安康

学院院长助理周琼教授，陕西省微生

物研究所沈卫荣研究员，陕西省轻工

业研究设计院郑健钧研究员，陕西西

凤酒业有限公司付国城高级工程师，

宝鸡市科技局副局长闫明辉，宝鸡市

科协调研员李真等领导和专家出席大

会。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宫先成出席

开幕式。 

  （宣传统战部 陈致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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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食品专家学者齐聚我院 共商食品产业发展大计

宝鸡市培根铸魂 与春共咏朗诵会在我院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