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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高教处戴庆洲副处长一行 

来我校调研指导工作 

为全面了解我省高校本科教改项目的建设情况，总结教改项目建

设经验与成效，进一步加强教改项目的建设与管理工作，省教育厅自

2012年 10月起，在全省的本科院校、独立学院开展全面系统的调研

工作。调研包括问卷调研、实地调研等多种形式。实地调研选取了省

内 10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其中中山大学等公立院校 8所，广东白

云学院等民办院校 2所。 

根据预期计划，11月 22日，由省教育厅高教处戴庆洲副处长带

领调研组 7人一行莅临我校实地考察座谈。我校出席座谈会的有校长

曾小彬、副校长李望国、教务处处长王丽英、项目负责人刘志新、张

绪平、万世明、教务处教研科科长饶丽娟等 6人。曾小彬校长代表学

校致词，对参加本次调研工作的领导和同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对省厅

给予我校的关注表示衷心感谢。王丽英处长对我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总

体情况做了详细的汇报。戴庆洲副处长对我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设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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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路径及在教育教学改革取得的成效给予了高度肯定。他指出,广

东白云学院采取整体设计、分布实施、系统推进、全方位实施的方略，

凝聚教师、管理人员、学生、企业等多方力量，多角度层层推进教育

教学综合改革，令人耳目一新，改革取得良好的成效，值得推广应用。

希望进一步加强改革过程指导与管理，注重信息化管理，更好呈现改

革成果。在针对教改项目的访谈环节中，调研组对我校在教改项目建

设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学校对教改项目的资助力度、学校对教师参与

教改积极性的调动、学校在教改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及学校对省厅开展

教改项目建设的意见与建议等方面问题给予关注。教务处主管教改项

目处长、项目负责人、教务处负责具体项目管理工作人员针对我校实

际做法，对专家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回应。 

通过本次调研，省教育厅及兄弟院校对我校教育教学改革及教改

项目建设情况作了全面了解，对深化后续教学改革，规范教改项目建

设与管理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与建议，为我校教学质量持续提升提

供指导。 

（教务处供稿） 

 

 

我校在第十六届全国多媒体教育软件大奖赛中 

喜获佳绩 

12 月 5 日，由中央电化馆举办的第十六届全国多媒体教育软件

大奖赛圆满结束。经过激烈的角逐，我校选送的于健老师制作的多媒

体课件《卡通角色设计》和刘帆、何小娟、丁斌老师制作的多媒体课

件《产品仿生设计--仿生设计的方法》，经大赛专家评审，最终从参

赛的 2874 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第十六届全国多媒体教育软件大

奖赛高等教育组三等奖。 



《教学工作简报》                               第十期（总第七十七期） 

 - 3 - 

全国多媒体教育软件大奖赛是由中央电化教育馆举办的传统赛

事。大赛每年举办一次，现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质量最高、门类最

全的多媒体教育软件比赛。本次大赛取得的优异成绩将进一步增强我

校教师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改进教学质量的积极性，激励我校教师

不断提高制作和运用多媒体课件的能力和水平。 

（教务处供稿） 

 

 

广东白云学院 2012 年综合仿真实习（第二批） 

CI 设计大赛决赛圆满落幕 

11月 14日，广东白云学院 2012年第二批模拟企业 CI设计大赛

决赛在躬行楼 511教室拉开帷幕。综合仿真实习总指挥敖利玲老师、

管理学院孙仕伟老师、李左声老师等担任本次比赛的评委。 

经过初稿筛选、初赛，最终有 16 名来自各学院的“企业代表”

进入决赛。决赛分为 PPT演说、评委提问两个环节。决赛过程中，“企

业代表”们表现得轻松自如，得到了评委老师的认可，赢得了同学们

的阵阵掌声。其中制作精美、配备轻快音乐的电子相册形式作品将比

赛引向高潮，很好的向评委、同学们展示了其企业的 CI整体系统。 

经过两个半小时激励角逐，来自生产商 B03的谜密服饰有限公司

获得一等奖，生产商 A07、A01获得二等奖，生产商 A10、B01和渠道

商 A08获得三等奖。其余的参赛选手分别获得了优秀奖、MI、VI、BI

设计奖。 

本次模拟企业 CI 设计大赛让各个模拟的企业向大家展示了其企

业的精神风貌，让同学们了解了 CI 的设计组成与设计过程。同时，

鼓励同学们在平时生活中多观察、多发现，提高了同学们的审美能力，

突显了专业特色和对 VI 设计作品视觉传达的认识，激发了同学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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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设计潜能，也为发掘优秀 CI 方案设计人才和丰富此次综合仿

真实习工作做出贡献。 

（财经学院供稿） 

 

我校社会工作专业师生到 

金沙街、京溪社区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参观交流 

11 月 16 日，我校 2012 级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分两批前往恒福社

工机构的广州金沙街、京溪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参观学习，社会工作

系系主任王静老师、李天骥老师带队，校级督导匡建国教授、孙枫林

副教授、殷冬岩老师陪同指导。这两处中心是我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实

习基地。 

金沙街社区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劳主任对我校师生的到来表示热

烈欢迎，并对中心的有关情况做了详细介绍。该中心办公楼共 5层，

面积达 1500 平方米，设有一站式精神健康服务站、信息咨询站、家

庭综合活动室、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义工服务部、舒心阁、读书室、

书画室等服务功能室。中心以“居民有需要，社区有服务”的宗旨竭

诚为辖区内居民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其特色服务有残障服务项目

和义工服务项目，工作人员会安排活动项目及活动日程，由发单传的

形式使更多的人了解并参与其中。  

京溪街社区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同样对我校师生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并对中心的有关情况做了详细介绍。中心内设有星光老

年之家、老年大学、小组活动室、家庭港湾、志愿者之家、舞蹈室、

图书馆、个案辅导室、幼儿早教室等 15 个功能室，并由督导、专业

社工等专业人员组成一支高素质、多专长的社会服务队伍，运用社会

工作专业化技能为社区居民提供长者服务、青少年服务、家庭服务、

义工服务、劳动就业服务等综合性、多元化的专业服务。该中心以“上



《教学工作简报》                               第十期（总第七十七期） 

 - 5 - 

为政府分忧，下为群众解难”为原则，坚持“关爱社区，幸福生活”

的宗旨，以扎根社区、面向群众的精神为京溪街社区内有需要的群体

提供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并与社区内单位、居民共同建立包容和谐

的生活环境。 

在有限的时间内，同学们充分利用此次宝贵机会与中心的社工进

行交流，中心的负责人和社工耐心解答了同学们的问题，并与我校师

生互留联系方式，希望以后进一步深入的交流。通过这次参观学习，

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对自己的专业也有了更深层

次的了解。 

（管理学院供稿） 

 

基于 CDIO 理念下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考核形式的探讨 

——财务管理系教研活动 

11月 29日，财经学院财务管理系在至善楼 112教室举行了教研

活动，财经学院院长助理刘堂卿、财务管理系全体教师参加了活动，

活动由财务管理系主任李炜主持。 

本次教研活动以“基于 CDIO 理念下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考核

形式的探讨”为主题。首先，财务管理系主任李炜就“基于 CDIO 理

念下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考核形式”的基本含义、如何运用构思、

设计、实现、运作四个环节提出 CDIO教学模式的理论根据，以及在

实施过程采用的教学方法和灵活多样的考核形式进行深入浅出的阐

述。全体教师针对李主任提出的观点进行积极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教

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活动中采取的教学方法，会影响到教学活动的组

织、管理和实施，更会影响到教学效果。而 CDIO理念下的教学模式、

教学方法与考核形式在教学组织和管理中通过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探

究的学习环境，来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合作、交流，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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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习。CDIO 理念注重学生的经验与兴趣，对于我们改进传统的教

学理念，促进大学生有效地学习，培养与发展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本次教研活动，提出了基于 CDIO 理念下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

与考核形式，要求学生做课堂的主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调动

自己的各种感觉器官，通过动手、动眼、动嘴、动脑，主动的去获取

知识，改变了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的现状，倡导了

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的理念，培养了学生搜集与处理

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交流与合

作的能力。 

（财经学院供稿） 

 

机电工程学院院长林愉教授一行 5 人到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参观交流 

12月 5日，机电工程学院院长林愉教授、汽车工程系部分老师、

教务处石勇老师一行 5人到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进行参观交流，为

2013 年度实验室建设项目立项工作开展调研。 

为满足学科专业建设需要，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和职

业发展能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机电工程学院非常重

视实验室的建设，专门安排了这次调研。这次调研受到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院长陈秉均教授等热情接待，他首先介绍了广

州学院汽车工程学院的整体情况，然后陪同我校交流人员一起参观了

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系统实验室、汽车维修中高级电工技能培训室、

汽车维修中高级工技能培训室、汽车零部件测量室、汽车底盘拆装实

习室、汽车发动机拆装实习室、气压与液压传动实验室、发动机性能

测试实验室以及汽车陈列室等专业场室，使我校交流人员对发动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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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测试实验室和汽车陈列室等有了详细了解。最后，双方就实验室的

建设与管理模式、实验实训课的开设情况进行讨论交流。 

这次调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双方都表示两校之间有很多相同相

似之处、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借鉴的地方，加强联系和沟通有利于取

长补短、共同发展。 

（机电工程学院供稿） 

 

                   

 

≈≈≈≈≈≈≈≈≈≈≈≈≈≈≈≈≈≈≈≈≈≈≈≈≈≈≈≈≈≈≈≈≈≈≈≈≈≈≈ 

◆11月 15日上午，思政部邀请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刘社

欣院长在我校儒学堂举行了一场“发展.发现.发挥——论青年发展

与人文素养”为主题的讲座。 

◆11月20日，管理学院物流管理系部分老师带领2012级物流管理

专业106名学生到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广州中远集装

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和保税区参观学习。 

◆11月 20日，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师生在广州市公安局收容教

育所开展了社工帮教活动。 

◆11月 20日晚，思政部指导下的学术交流协会在儒学堂举办了

“我说我谈”学术交流论坛，思政部邢增銮、桑立群、姜宏、刘龙华

老师、外国语学院春上祥次老师及部分学生参加了这次活动。 

◆11月 21日，管理学院李新庚院长、李红英副院长、社会工作

系主任王静、社会工作系部分学生应邀参加了广州市白云区恒福社会

工作服务社举办的“同心同行，共发展”白云恒福社三周年庆祝活动。 

◆11月 22日，2012年广东白云学院综合仿真实习（第二批）CFO

论坛在躬行楼 511教室拉开帷幕。财经学院院长助理刘堂卿博士、步

瑞老师、李振选老师等参加了本次论坛。 

◆11月 23日，2012年广东白云学院综合仿真实习（第二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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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创意大赛在躬行楼 511教室拉开帷幕。总指挥中心敖利玲老师、管

理学院孙仕伟老师、李左声老师等担任本次大赛的评委。 

◆11月 23日下午，凯斯特（香港）集团公司董事局万平总裁一

行来我校考察交流，校长曾小彬、教务处处长王丽英、科研处处长周

美娟、艺术与建筑学院院长陈华钢等在国际会议厅参与了交流。 

◆11月 25日，机电工程学院汽车工程系主任杨志勇老师带领车

辆工程专业学生参观了在琶洲举行的 2012 广州（国际）汽车展。通

过参观，同学们开阔了视野，增强了专业意识，了解到汽车最新高端

技术、汽车发展趋势和潮流。 

◆11月 26日晚，机电工程学院举办了第三届主持人风采大赛。

机电工程学院团总支书记熊蓉老师、党支部书记李皓老师、电气与信

息工程学院团总支书记李庆鹏老师参加了本次大赛。 

◆11月 27日，外国语学院在小礼堂举行了由韩语协会主办的“第

五届韩国文化节”，韩语系全炳善教授、外教金郁老师、金春红老师、

马香阁老师、黄金宝老师等参加了本次活动。 

◆11月 27日，管理学院党总支杨辉书记、王术峰教授、实习与

就业干事殷冬岩老师等带领 2012 级物流管理专业全体同学参观了广

州林安物流集团。双方就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向、产学研基地建

设和校企合作等相关事宜进行了交流。 

◆11月 28日，2012年度英国爱德思广东 BTEC联盟年会在广东

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我校管理学院李红英副院长、中英 BTEC

项目导师刘瑾老师、BTEC 项目骨干袁君教师、教务处朱君老师等应

邀参加。 

◆11月 28日下午，机电工程学院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团队总结

表彰大会在小礼堂隆重举行。校长曾小彬、副校长李望国、教务处处

长王丽英、副处长王西进、科研处处长周美娟、校团委副书记张泽彬、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林春景、机电工程学院院长林愉、机电工程

学院全体教师及 400多名学生等参加了此次大会。 

◆12 月 2 日下午，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在博雅楼 116 教室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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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考核工作部署会议，院长林春景教授、院长助理徐宝林、党总

支书记阳鹏以及各系（教研室、实验中心、大学生科技创新中心）中

心主任参加了会议。 

◆12月 4日晚，由机电工程学院主办，学生会学习部承办的“迎

新杯”辩论赛总决赛在学术报告厅顺利举行，机电工程学院党总支书

记刘传明、机电工程学院团总支书记熊蓉老师等参加了本次辩论赛。 

◆12 月 5 日，广东省 2013 届供需见面会暨广东白云学院第 21

届供需见面会在学校运动场举行，按照学校安排，各学院组织教师从

专业设臵、教材修订、教学设施设备等方面对相关企业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调研。 

◆12月 6日，艺术与建筑学院在思齐楼 310教师召开“XR.CG教

育基地——次世代游戏美术技术”指导讲座。此次讲座由广州黑瞳

CG 技术总顾问陈曦昱老师主讲。 

◆12月 6日，2012年广东白云学院综合仿真实习（第二批）CEO

论坛在躬行楼 511教室举行。总指挥中心敖利玲老师、财经学院院长

助理刘堂卿博士、管理学院李左声老师等参加了本次论坛。 

◆12 月 6 日下午，艺术与建筑学院在德艺楼 401 教室召开了教

职工总结大会。艺术与建筑学院院长陈华钢、副院长熊玛琍、党总支

书记李政、院长助理丁斌、各系主任及全体教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12 月 7 日下午，外国语学院在信达楼前排球场内举办“西方

文化之旅”活动。本次活动根据情景认知学习理论，旨在利用创新性

的活动载体来推进校内的英语学习氛围。 

◆12月 8日，艺术与建筑学院陈华钢院长、动画系系主任陆丹、

张琛老师一行到广东动漫城进行了考察调研。 

◆12月 8日至 9日，广东省大学生田径锦标赛在华南理工大学

举行，经过激烈竞争，我校获得第一名 1项、第四名 1项、第五名 4

项、第七名 4项、第八名 2项和团体第七名的好成绩。 

◆12 月 11 日，中国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广东白云学院 2013

届毕业生校园招聘宣讲会在就业指导中心成功举行，广州分行体育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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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行戴庆庆副行长、张维颂销售总监以及财经学院 80 余名应届毕业

生参加了宣讲会。 

◆12月 13日下午，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智能汽车竞赛在躬行楼

207教室举行，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助理徐宝林、大学生科技创

新中心主任艾运阶、黎建华老师、崔晓老师等现场观摩了比赛。 

 

 

 

 

编后语：  

《教学工作简报》是为全面提高我校教育教学质量、及时传递信息、提供资

讯的重要平台，希望得到大家的关心和爱护。各院（部）和有关单位可以借助《教

学工作简报》，及时报道本单位教学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采取的新举措和取得

的新成绩，形成良好互动，真正使《教学工作简报》成为各教学单位、职能部门

及师生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平台和桥梁，成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宣传窗口、信

息窗口，促进学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的全面提升。请各院（部）高度重视《教学

工作简报》投稿工作,指定专门的信息撰稿员，为简报提供高质量的稿件，以促

进《教学工作简报》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教  务  处 

二Ｏ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主送：各学院（教学部）、相关处室                     

抄送：董事会及学校领导                               

广东白云学院教务处                        共印 30 份 

欢迎各位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向本简报投递我校教学信息！ 

联系电话:020-36093979；9001        E-mail:xbx840614@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