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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职院讯 学习劳模精神，聆听励志故

事，6 月 23 日学院分别举办，“弘扬劳模精

神 凝聚奋进力量”劳模事迹报告会和“奋力

拼搏 你我皆能成功”成长成才励志报告会，

号召全体师生，做时代奋斗者，同心奋进新

征程。
“弘扬劳模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劳模事迹报告会

6 月 23 日下午，学院在学术报告厅举办

“弘扬劳模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劳模事迹报

告会。全国“五一”巾帼标兵、陕西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胸外科护士长石红，陕西省先进

工作者、学院教师李炳生教授分别做宣讲报

告。学院党委书记苏永兴、院长张永良、党委

副书记杨清漪和科级以上干部、教师代表一

同聆听报告。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宫先成

主持报告会。

报告会上，石红分享了她 2020 年参与援

鄂医疗队，去一线抗击疫情的故事。当讲述到

援助队队员间守望相助、病友们信任感恩、大

家众志成城、共同战疫的点点滴滴时，她情不

自已地说到：“抗疫期间有太多辛酸与感动，

但是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患者痊愈的笑

容就是我们为止奋斗的动力，我们将继续发

扬抗疫精神，立足本职，守护健康！”

“要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我

要做一辈子高职学生的领路人”李炳生老师

用朴实的语言、生动的讲解、真挚的情感讲

述了他扎根教学一线，潜心教书育人，服务

农村基层，带领村民奋力谱写乡村振兴的故

事。李炳生老师从教 38 个春秋，注重学生能

力培养，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有 7 人次

在全国大赛获奖，由他组建的“本草兴科技

服务团队”获陕西省“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两位主讲人结合亲身经历和多年工作

实践为在场教职工们奉上了一场“点燃”全

场的精彩宣讲。劳模先进事迹催人奋进，大

家表示要以劳模为榜样，努力践行“爱岗敬

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

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为学院“双高”院

校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奋力拼搏 你我皆能成功”

成长成才励志报告会

为激励广大学生成长成才，促进毕业生

对接高端产业，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6

月 23 日晚，学院在文体中心举办“奋力拼搏 

你我皆能成功”成长成才励志报告会。PE

投资人邢宪周博士和领科产业集团创始人

兼董事长郭昆鹏分别发言。国家督学、中国

职教学会城市专委会主任沈剑光，宁波大红

鹰教育集团创办人、高等教育方向正高研究

员孙惠敏，学院党委书记苏永兴，院长张永

良，党委副书记杨清漪，党委常委、副院长娄

广信、宫先成、张宏伟与师生代表一同聆听

报告。

邢宪周博士以《重新认识貌似不可能成

功的自己》为主题，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与

师生分享了他从普通工作人员成为业内佼

佼者的精彩事迹。他用真诚质朴的语言向师

生们阐述了成功人才的基础对比、差异化的

学习策略等理念，用亲身感悟鼓励同学们珍

惜青春、勤奋学习，树立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的坚定志向，矢志不渝地向着更高的目标奋

力迈进。

郭昆鹏向同学们介绍了长三角地区的

人力资源结构、宁波发展和人才需求状况等

内容。他说,宝鸡职院的学生专业基础扎实、

动手能力强，欢迎广大毕业生积极来长三角

地区就业，在实现个人成长的同时为企业发

展多做贡献。

活动现场，同学们被企业家的创业精神

感染，被创业者坚韧、担当、拼搏的精神感

动。大家表示，要从成功者的奋斗经历中汲

取动力和营养，勤奋学习，勇于实践，努力成

长成才，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医学院教务科科长孙芸：被医护工作

者们救死扶伤，勇敢逆行的精神所感动，他

们舍小家顾大家，真正的做到了医者仁心，

大爱无疆。在今后医护教学中，我要把医德

医风教育贯穿在教学中，培养出更多德才兼

备，勇于担当的医学事业接班人。

凤翔师范学院学生科科长谈高峰：听了

报告会，被李炳生教授几十年如一日，扎根

教学一线，为教育事业和乡村振兴无私奉献

的精神所感动。我要向李炳生教授学习，在

今后的工作中努力钻研专业知识，提高业务

水平，关爱学生成长，为学院发展多做贡献。

凤翔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杜安芯：听

了邢宪周博士的报告，我受益匪浅，深刻认

识到方法决定命运，奋斗书写青春。我要珍

惜美好大学时光，努力学习，提高本领，‘‘杜

绝躺平’’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路。

           （陈致昊 高艳霞）

宝职院讯 6 月 21 日下午，宝鸡文理学院党委

书记赵健，校长郭霄鹏，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察

专员段恒春，副校长杨子元、李景宜、韩干校一行 9

人来学院考察交流工作。学院党委书记苏永兴，院长

张永良，党委副书记杨清漪陪同。

赵健、郭霄鹏一行先后参观了宝鸡（国际）职业

技能实训中心、图书综合楼项目、机电信息学院金工

车间及 3D 打印实训室、医学院 3D 解剖实验室及生

命科学馆、中医药学院中药标本馆、大数据中心、文

体中心、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应急指挥中心、新时代

文明实践基地、融媒体中心、达人餐厅、尚礼楼学生

公寓等处，详细了解学院基础设施、专业建设、人才

培养、校园文化等方面发展情况。赵健、郭霄鹏对学

院近年来在提升办学条件、教育教学改革、技能人才

培养等方面中取得的显著成绩大加赞赏。双方希望，

未来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等各领域全面加强交流

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携手共创职业院校和本

科院校合作典范，为高等教育事业和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当天晚上 7:30，两校教职工男子足球队在学院

体育场举行足球友谊赛，郭霄鹏、张永良共同为比

赛开球，经过 90 分钟精彩角逐，最终双方以 1:1 比

分战平。在球技的互相切磋中，两校教职工增进了交

流，加深了友谊，也为日后深入合作搭建起桥梁。

我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娄广信、宫先成、张宏伟

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观看足球友谊赛。
（宣传统战部 陈致昊）

宝职院讯 6 月 23 日，我院

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宝鸡市分公司校企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在学院学术报告厅

举行。学院党委书记苏永兴、院

长张永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陕西省分公司党委委员、纪委

书记王建立，宝鸡市分公司党

委副书记亢梧郦、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杨玉良出席签约仪式。

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娄广信

主持仪式。

活动现场，苏永兴、王建立

共同为“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大学

生实习就业基地”和“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

人才培养基地”揭牌。张永良、亢

梧郦分别致辞，校企双方希望以

此次签约为契机，充分发挥各自

资源优势，共同打造合作新亮点、

培育合作新特色、树立合作新典

范，为行业产业发展注活力，为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添动力。学院校

企合作与就业创业处处长马博、

杨玉良分别代表校企双方签订校

企合作协议。

此次人保财险与我院签署

校企合作协议，将进一步深化双

方互助互信、互利互惠的合作伙

伴关系。根据合作协议，校企双方

将在人才培养、实习基地建设、招

生就业、员工培训等方面开展深

度合作。学院将利用专业技术、学

术资源等优势，为企业提供电商

运行、营销策划等多方面服务。企

业将为学院提供实习基地，定期

为学院金融类、保险类、法律类、

财会类、医学护理类及汽车维修

类等相关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就业

岗位。

学院党院办公室，校企合

作与就业创业处，继续教育学

院，财经商贸学院，人保宝鸡市

分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签

约仪式。
（校企合作与就业创业处 张婧）

宝职院讯 近日，为落实国

家终身教育方针政策，总结和

宣传陕西省非学历继续教育的

优秀实践教学成果，推进培训项

目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提升非

学历继续教育社会影响力，构建

高质量的非学历继续教育体系，

陕西省高等继续教育学会开展

了首批非学历继续教育“一校一

品”示范项目评选。学院申报的

《“急救天使”公益培训》项目成

功入选。

本次评选共有省内 25 所

高校的 41 个项目参评，经过

陕西省高等继续教育学会非学

历继续教育“一校一品”项目

专家组评审，最终确定 18 个项

目入选陕西省非学历继续教育

“一校一品”首批示范项目，其

中仅有 3 所高职院校的项目入

选其中。
（继续教育学院 沈旭）

宝职院讯 近日，陕西省高等

学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发布通

知，表彰 2021 年陕西省高校就业

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学院

教师黄文博获“2021 年陕西高校

就业工作优秀工作者”称号。

黄文博现任学院机电信息

学院学生科副科长，从事毕业生

就业工作 14 年，他通过组织开

展就业指导专题讲座、优秀校友

报告会、创业培训班等活动，帮

助毕业生了解就业政策，提高求

职技巧，增强创新创业能力。主

动开拓就业市场，为学生推荐适

宜岗位，让机电信息学院 2021

届 818 名毕业生学生实现高质

量就业。 
（校企合作与就业创业处）

宝职院讯 6 月 17 日至 19

日，陕西省第二届学生健身瑜伽

比赛在西安成功举行。来自陕西

省高等院校及全日制中、小学共

600 余人参加本次集体项目、双

人及单人等项目的交流、竞逐。我

院 9 名学生组成的瑜伽代表队在

比赛中取得佳绩，夺得丙组集体

规定项目第二名、大集体自选项

目第三名。

比赛中，我院选手伴随着灵

动曼妙的音乐，动作舒展自如，柔

美灵动，如水般温润，似蒲苇般坚

韧，像林间小鸟般自由，似蝶一样

轻盈，不同的体式紧密串联，一气

呵成地展现了瑜伽运动的柔韧、

力量、耐力和专注的神髓，彰显了

宝职学子阳光健康、乐观进取、青

春活力、积极向上的面貌与风采。

  （体育部 李栋）

我院与中国人保财险宝鸡市分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急救天使”公益培训项目获
省非学历继续教育“一校一品”示范项目

我院举办劳模事迹、成长成才励志报告会

省教育厅专家组现场检查我院实验室安全工作
宝职院讯 根据陕西省教育厅统一部署，6 月

29 日，以西安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邓军勇

教授为组长的省教育厅第八专家组来学院开展实验

室安全工作现场检查。学院党委书记苏永兴，院长张

永良，党委常委、副院长娄广信、张宏伟和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参加汇报会。

汇报会上，邓军勇介绍了本次实验室安全检查

的标准、流程和重点检查内容，强调了做好实验室安

全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苏永兴对检查组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安全是办学的“底线”“红线”

“高压线”，各方面必须以“一失万无”之心确保实验

室安全“万无一失”。同时，学院将高度重视专家的反

馈和建议，巩固成果、直面问题、持续努力，真正实现

实验室管理工作理念、方法和成效的提升进步。娄广

信作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专题汇报。

检查组通过听汇报、看现场、查资料以及与实验

室安全管理人员问询交流等方式，对学院实验室安

全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专家组选取了医学院、中医

药学院、机电信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的重点实验室

进行了细致的实地检查，查阅了实验室安全管理组

织体系、规章制度等台账材料。

专家组认为，宝鸡职

院高度重视实验室安全，

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完

善、制度健全、责任明确，

实验室安全教育和培训

工作系统有效，管理工作

细致到位，希望学院进一

步筑牢实验室安全管理

理念，强化责任意识和规

矩意识，严把安全关，服

务好教育教学和科学研

究，为人才培养和服务社

会作出应有贡献。

张永良代表学院作表

态发言。他说，专家组反馈

意见非常精准、非常专业，

为我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

作指明了方向。学校将全

面接受反馈意见，切实做

好整改工作。学校将持续重视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切

实提高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尽最大努力保障实验室

安全，为学校的“双高”建设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教务处 黄维）

宝职院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锻炼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打造精品课

程，6 月 8 日下午，学院在学术报告厅举办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微课现场展示活动。学院党

委书记苏永兴，院长张永良，党委副书记杨清漪，

党委常委、副院长娄广信现场观摩比赛。

本次活动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宣传统战部、教

务处联合举办。经过初赛，马克思主义学院 6 位

老师进入现场展示环节，抽号后，她们依次登台授

课，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奋

进姿态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为主题，或以经典党

史故事为引，以先进模范事迹为点，或以时间为

轴，以事件为线，用生动感人的故事、深入浅出的

说理，从不同角度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实质，讲授党的优良传统、伟大精神和丰功伟绩。

张永良对参赛教师的出色表现给予充分肯

定。他指出，举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微课现

场展示活动，不仅是优秀微课的交流展示，更是一

场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党史学习教育大讲堂。他

希望广大教师继续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遵循思政课教学规律，精心组织素材，加强

师生互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讲透，把学生的

疑惑问题研究透，用高超的教学艺术把道理解释

透，让广大学子全面了解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

领悟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比赛结束后，评委们现场打分，并从微课选

题、课件制作、语言表达等方面进行点评、指导。评

委们认为参赛教师备课认真，准备充分，展示的课

程角度多样、设计完备、素材丰富、内容扎实，发挥

了思政课育人功能。最终，比赛名次为陈雅茹、翟

琪、王芳、赵婧、刘婷婷、吴丽娜，陈雅茹获本场比

赛第一名。

学院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马克思主义学院全

体教师及学生代表观摩了比赛。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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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职院讯 “七一”前夕，学院党委书记苏永兴、

党委副书记、院长张永良和班子其他成员走访慰问

我院老党员、老干部、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节

日的问候，带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党委书记苏永兴带领党院办、工会负责同志到

学院家属区看望慰问老党员李春甲，送去慰问金并

致以节日的祝福和亲切的问候，为他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苏永兴详细询问了李春甲的健康情

况和目前的生活状况，向他介绍了学院近些年的发

展情况和办学成果，李春甲对学院近些年的变化和

发展取得的成绩称赞不已，同时对党组织的关心关

怀表示感谢。苏永兴说，学院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

离不开一代代共产党员的忘我奉献和默默付出。他

勉励随行党员干部传承和弘扬老同志们艰苦奋斗的

创业精神，为学院的跨越式发展继续发挥余热。

党委副书记、院长张永良带领组织人事部、机电

信息学院负责同志到学院退休干部杨志康家中，向

他送去慰问金、“光荣在岗 50 年”纪念章并致以节日

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张永良仔细询问老人身体状

况和生活现状，听老人讲述了他艰苦创业的奋斗经

历。张永良说，老同志丰富的工作经验、务实的工作

作风是学院发展的宝贵财富，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

往地关注和支持学院各项事业的发展，传递正能量，

为学院的发展贡献力量。

党委副书记杨清漪，党委常委、副院长娄广信、

宫先成、张宏伟分别看望慰问了其他老党员和生活

困难党员。                （组织人事部 何振宇）

宝职院讯 6 月 20 日，由陕

西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

办，陕西省高校心理素质教育研

究会与陕西师范大学共同承办

的第二届陕西高校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教学大赛决赛在西安举

行。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齐新悦老师获大赛三

等奖。 

 （学生处）

齐新悦获陕西高校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大赛三等奖

我院代表队在
省学生健身瑜伽比赛中获佳绩

黄文博获
“2021年陕西高校就业工作优秀工作者”称号

学院领导“七一”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

宝鸡文理学院党委书记赵健一行来我院考察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