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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总第 4 期）

主办：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处 2022 年 5 月 18 日

1.重要新闻

为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

业教育的重要指示要求，宣传展示职业学校教育创新发展成

果，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5 月 9

日-14 日，我校围绕“技能：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组

织开展了第二届校园科技节、云参观职业体验中心、师生同

心防疫活动、校企合作签约仪式等一系列活动。职教活动周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处处展现着“技能：让生活更美好”

的主题特色。

校企合作签约仪式隆重举行

5 月 11 日上午，盐城

市2022年职业教育活动周

正式启动。我校作为启动

仪式校企合作签约分会场

之一，与盐城格丽思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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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盐城博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企业举行校企合作签

约仪式，助力推动校企合作深度开展。我校近两年，已先后

与完美世界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南京蓝天教育有限

公司、江苏星月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建立良好

的校企合作关系，实现了校企合作共建共赢，为培养高素质

技能人才夯实基础。

电子商务职业体验中心迎来一波“云参观”

5 月 12 日下午，伍佑初级中学的初三学子们一同“云参

观”了我校的电子商务职业体验中心。跟随镜头，大家来到

电子商务实训中心，同学们参观了多功能实训室、3D 打印室、

摄影棚、数字影音实训室以及直播电商实训室等多处实训场

所，对实训室内的先进设备表示惊叹，并纷纷表示对疫情结

束后前往我校实地参观交流充满期待。

“变废为盆，绿色种植”投票评选火热进行时

5 月 13 日，我校团委发起“变废为盆，绿色种植”的投

票评选活动，受到师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和积极参与。本该

废弃的瓶瓶罐罐通过同学们的灵巧双手，完美变身成为美观

实用的花器，各系部推选出“变废为盆”优秀作品置于学校

微信公众号进行投票评比，根据投票结果可领取不同的种子

奖品。学生在领取种子奖品后，可在领取处参与“绿色”留

言和签名活动。领取当天，开展了科普讲座，普及绿植养育

知识，并现场种植演示。

第二届科技节圆满落幕

在全体参赛选手、裁判员、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经

过一周的激烈角逐，我校第二届科技节圆满完成了 40 项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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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顺利闭幕。5 月 14 日下午，科技节闭幕式在校艺体馆三

楼正式举行。本届科技节组织一流、赛事精彩，共有 1736

名同学报名参加，其中 982 名同学获奖。校领导为科技节获

奖选手和技能大赛获奖师生现场颁奖并合影留念。韩卫红校

长对在此次科技节活动中荣获奖项的选手们表示祝贺，鼓励

同学们继续发扬“工匠精神”，加强技能实践，练就过硬本

领，在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技能让生活更美好的道路上勇

攀高峰、再创佳绩。

本次职教活动周的成功举办，充分展现了我校学生丰富

多彩的校园生活和当代职校生的综合素养。我校将继续认真

学习领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精神，夯

实基础、补齐短板，促进学校提质培优，推进产教融合发展，

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努力推动

学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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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方面：

2.1 高一年级部 信息化教学彰显特色

为提高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教学质量，高一年级部要求

教师备课时所有的视频、延伸阅读资料、问卷、测试等都要

在课前准备到位，在线上教学过程中积极提升自己的教学网

络平台应用技术水平，如超星泛雅学习平台的速课录制、慕

课平台的使用、WPS 录屏功能、钉钉直播、QQ 直播以及一些

视频剪辑软件的使用等，同时开创教学效果检测的多样性、

灵活性与便捷性，比如设置视频学习任务点、弹幕、视频学

习闯关模式、章节测验、问卷调查、主题讨论、线上阅读任

务设置和其他作业形式来检测学生对每节课内容的掌握程

度，尤其是通过问卷调查，快速了解学生的学习困惑与兴趣

所在，教师适时调整教学进度与教学内容。年级部教学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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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间断的巡课，同时在年级部办公室的电脑上动态实时滚

动直播各班级的线上直播课内容，有力的促进了年级部线上

线下混合教学的正常开展。

2.2 高二年级部 学习热情不减，管理成效显著

封闭管理教学期间，高二年级部采取多种措施，确保教

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系部老师不遗余力地优化课程资源，

努力把内容丰富、生动有趣的课堂呈现给学生；系部安排一

位在岗教师每节课全程配合线上教学的老师维持好课堂秩

序；系部安排相关人员做好每节课的督查工作，确保教学工

作有序开展，并及时通报督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线

上教学，学生学习氛围良好，热情不减。

2.3 高三年级部 心理调适和教学管理齐抓并管

因临近职教高考，高三年级部采取了全面封闭的教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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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所有科任老师义无反顾地和学生吃住在一起，坚守

在教学第一线；为缓解封校期间学生烦躁、焦虑等不良情绪，

年级部特邀校心理咨询室王芳老师针对学生存在的心理问

题，开设了心理辅导讲座，教给了同学们放松身心、增强信

心的心理调控的实操方法，提供了有效的应对策略，使同学

们信念、情绪、行为和谐统一，为冲刺高考奠定了良好基础。

2.4 电子信息系 封校不封学

为解决一部分学生居家一部分在校学习的问题，系部根

据学校统一部署，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同时，为确保课

堂质量，系部在每个班每节课都配有一名老师看课，系部主

任每节课都进行督查，将课堂情况反馈到每一位老师，确保

课堂秩序正常，课堂效率得到提高。每天学校教学科研处对

系部教学常规进行巡查并通报，系部根据通报结果适时调整

教学模式，确保学生线上线下都能上好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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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建筑工程系 细化混合教学方案，加强常态化督查

为保证封校期间的教学效果，建筑工程系在学校《关于

明确实施“线上+线下”同步教学相关要求的通知》的基础

上进一步细化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方案；落实常态化督查方式，

明确由班主任督查居家学生上课情况，系部驻校主任对照安

排表督查上课情况，并要求班主任每节课在系部班主任群通

报线上上课情况，系部每天通报督查情况。教学中采用线上、

线下同时上课形式，即在校值岗教师到班级对住校学生进行

线下授课，同时利用教学一体机对居家学生进行线上授课；

居家任课老师在线上对住校和居家学生授课，班级由跟班教

师负责课堂组织和协同；教学工作组织到位，督查到位，反

馈迅速，整改及时。

图为部分班级跟班安排表

2.6 财经商贸系 线上线下同步授课，顺滑切换

财经商贸系切实制定好《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方案》，要

求系部与教师不仅要具备“热切换”的能力——做到线上线

下随时且顺滑切换，还要能够快速应对多种突发情况，确保

所有学生的学习进度不受任何影响。具体教学实施主要通过

QQ 群课堂进行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教师在班，对学生线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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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步授课；教师居家，学生线上听课，每班级安排一名教

师组织教学，确保课堂效率。授课中学生能身临其境地实现

与老师实时音视频互动，可以跨教室同时参与互动，教学效

果反馈高效，也实现了学校名师资源共享。系部利用直播互

动课堂、微课录播、在线作业批改、在线答疑辅导、在线教

研等功能，不仅打通了底层数据，且可按需配置应用各大模

块，做到了线上（课前、课中、课后）+线下教学的全场景

覆盖。

2.7 旅游艺术系 线上线下跟班督查，教学工作有序开展

旅游艺术系住校生在教室正常上课，走读生居家线上上

课，在岗教师利用多媒体一体机在教室直播进行上课，居家

教师利用电脑线上教学。为了更好地进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系部老师认真准备课程，充分利用多媒体以及网络的力量，

通过直播、录屏、QQ 等资源，认真完成教学任务，学生积极

参与课堂，以截图、在线视频等形式完成作业。系部采取跟

班制，在岗没有教学任务的老师参与跟班听课检查学生学习

情况，保证了学习效果；系部对上课情况进行巡查，确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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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作有序开展，提高教学质量。

3.教育方面：

3.1 饺香飘校园 歌美暖心田

——高一年级部开展师生包水饺暨 K 歌活动

为缓解学生因疫情防控多日被封闭在校园的紧张及想

家念家的心情，培养同学们的生活动手能力，让他们感受家

的温暖，给他们一个别样的校园生活体验，高一年级部于 4

月 20 日下午组织师生开展师生包水饺暨 K 歌活动。

活动前，食堂师傅们精心为师生们提供了充足的饺子皮

和韭菜肉馅。同学们在班主任的带领下戴好口罩、清洁手部

后有序进场。接下来，年

级部成主任感谢了老师

们的辛勤付出，慰问了同

学们的学习生活。然后在

班主任的细心指导下，同

学们开始拿起饺子皮，跃

跃欲试地包起人生第一

个温暖的饺子。活动

中，不少老师参与其

中，动手示范。同学

们聪明好学，拿皮、

放馅、捏紧，一整套

动作竟也做得有模

有样。一会儿工夫，

一个个月牙状、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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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等不同形状的饺子就在大家灵巧的双手中诞生了，每一个

饺子都饱含了浓浓的爱意和期盼。

在等饺子出锅的过程中，K 歌比赛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

了起来，这边(3)班的同学歌声清脆婉转，那边(4)班的学生

嗓音深情动人，而此时（5）班的同学唱得又高亢悠远……

真是高下难分，不分伯仲。正当同学们还沉浸在美妙的音乐

声中时，一声“饺子好啦”穿透食堂。在食堂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一盘盘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饺子端上桌子。虽然学

生许久没能回家尝到家里的饭菜，但是吃到自己动手包的饺

子，脸上都洋溢着自豪和幸福的笑容。

在校园疫情防控加强管理期间，除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

活动外，年级部还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关爱学生身心健康，

为同学们开展定期的生活指导、节假日的慰问活动等等，解

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3.2 高二年级部认真做好封校期间学生教育工作

封闭管理教学期间，高二年级部除了采取多种措施，确

保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

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为学生营造了安全稳定、温馨和谐的

校园环境。包饺子活动不仅能让学生品尝到美食，还能让学

生体会到动手制作美食的乐趣。篮球联赛、足球联赛可以让

同学们一展运动风采，而歌舞晚会，才艺展示活动，更可以

让同学们唱出心声，舞动青春。封得住是疫情，封不住的是

青春！面对封校生活，同学们对学习与生活依旧充满热情，

封校生活也过得十分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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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三年级部召开安全工作及技能集训动员会

5 月 24 日下午，高三年级部安全工作会议及技能集训动

员专项会议在阶梯教室召开。高三年级部全体任课教师参加

会议。李金松副校长、陈广高副主任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

由季艳副主任主持。

会上，陈广高

副主任结合本部实

际情况，对安全工

作和技能实训工作

提具体要求。要求

各位教师以“防”

字优先，“严”字

当头，“实”字为

基，做好“送法进

万家”活动，扎扎实实做好学期结束前的各项工作。

李金松副校长强调安全无小事，同时作为一名坚守在一

线的优秀技能教师，在技能集训方面给各位老师提出了几点

建议。他要求教师带领学生科学训练、分步训练、穿插训练，

讲究方法，提高效率；强调规范操作、安全生产；帮助学生

调整状态，有度放松。

高三年级部全体师生已全身心投入到技能考试的备考中，

努力做到训练有计划、训练有方法、训练有点子、训练有成

效，全力保证学生在技能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3.4 财经商贸系举行系列活动丰富师生业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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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期一个月的校园封闭期间，财经商贸系为丰富师生

的文化生活，培养学生集体主义精神以及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的习惯，同时营造班级体育文化氛围，提高师生的健康水平，

系部举行了系列文体活动，学生参与度高，积极性强，效果

较好。

“三人四腿跑”：

为使活动取得实效，

系部制订了详细的活

动方案，活动以“运

动、健康、快乐、文

明”为主题，各班级

选派男女生各三人及

在校班主任参加。经

充分准备，活动于 4

月 21日下午在校田径

场隆重举行，参赛师

生精神饱满，比赛中

密切配合，全心投入，

在观看师生的助威声中比赛场地不时发出开心爽朗的笑声。

“K 歌之王”活动：以班级为单位选派节目，以歌曲为

主，兼以游戏。2022 年 4 月 22 日晚，系部于艺体馆三楼举

办了以“健康、快乐、文明”为理念的“K 歌之王”活动，

同学们热情高涨，纷纷上台一展歌喉，不时赢得台下观众一

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心理疏导：针对封校期间学生中存在的一些困惑和焦虑，

系部高度重视，采取扎实措施，采用主题班会集体辅导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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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谈心的方式疏导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帮助学生走出心灵

困境，收获了健康与快乐。

3.5 封校不封爱，温暖一直在

——旅游艺术系封校期间学生德育工作丰富多彩

自 4 月 11 日学校实行全封闭管理以来，系部全体师生

严格执行学校疫情防控各项规定，团结一心，共克时艰。为

缓解学生的情绪，系部举办了包饺子、校园卡拉 OK、篮球比

赛、足球比赛等活动，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让学生能够

在封闭期间能够调节自己的心理，展示自己的青春风采；同

时也让家长们放心、安心、宽心，加深了学校和家长的沟通，

进一步肯定了学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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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形式多 措施实 效果好

——电子信息系多措并举做好封校期间学生教育工作

为进一步丰富封校学生的课余生活，缓解学生因封校带

来的急躁情绪，系部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4.19 日师生包

饺子活动，食堂里师生其乐融融，虽然每个人的手法不同、

花褶各异，却共同把快乐和祝福包进饺子，营造出疫情封闭

期间别样的温暖氛围。

4 月 20 日系部 3V3 篮球赛拉开帷幕，球场边此起彼伏的

呐喊声，球场上激情四射的碰撞，好不热闹，生命在于运动，

生命需要运动，运动是生命的源泉。希望在这样的青春背景

下，疫情能早日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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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

没有假期，防

控就是责任，

健康的心态

更是防控疫

情的“心理口

罩”。为了增

强学生心理

免疫力，坚定

战胜疫情的信

心和决心，帮

助学生塑造阳

光心态，系部

组织各班开展

倾听一刻钟活

动。在疫情防

控特殊时期帮

助同学们释放

情绪、缓解心

理压力，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3.7 建筑工程系封校期学生教育工作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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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封校期间，建筑

工程系全体师生积极

响应学校号召，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一

方面，积极组织学生参

加校级趣味竞赛和活

动，如广场舞、K 歌、

包水饺等，丰富学生业

余生活，娱乐学生身心；

另一方面，结合系部实

情，号召各班开展形式

多样的特色活动。如

2123 班“夸夸会”活动，

有活动背景、方案，通过

表扬学生身边好人好事和

学习典型，进一步激发全

班同学在班级形成“比、

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同时，坚持开展午休新闻

30 分、晚自习新闻联播观

看活动，用疫情数据告知学生我们封闭管理方案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让学生体验坚守的意义和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