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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 薪火传承。 2015年， 黄冈师

范学院将迎来办学110周年华诞。 在此， 谨
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学校发展的各级领
导、 海内外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
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风雨兼程百十载，弦歌不辍奏华章。1905
年，黄冈师范学院的前身———“黄州府师范学
堂”诞生，历经“省立黄冈乡村师范学校”、“湖
北省立黄冈师范学校”、“华中师范学院黄冈
分院”、“黄冈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等变迁，学
校在辗转变迁中踏着时代的节拍而发展 。
1988年学校被评为首届全国 “先进师专”，标
志着学校办学质量进入了一个较高层次 ；
1995年黄冈教育学院并入；1999年3月， 经国
家教育部门批准，学校升格为本科层次的“黄
冈师范学院 ”；2002年获学士学位授予权 ；

2011年获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教育硕士专业
学位授予权；2014年1月，原鄂东职业技术学院
整体办学资源划入。 经百十年的传承与积淀，
学校发展迈入了新阶段。

砥砺奋进百十载， 励精图治铸辉煌。 黄
冈师范学院经过百十年的传承与发展， 代代
黄师人用艰苦创业， 用信念与责任， 用智慧
与勤奋， 铸就了今日的辉煌。目前，学校已发
展成为一所多科性大学，涉及理、工、农、经、
文、法、教、管、艺等九大学科门类，形成了硕
士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三种办学层次。 学
校现有专任教师９５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470
余人，博士、硕士650余人。学校还聘有来自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高校的100余名知名
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为兼职教授。 学校现
有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特色专业

3个，国家教育部门教改试点专业和综合改革
试点专业各1个， 学校还拥有省级品牌专业4
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1个、省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8个、省级重点学科5个、省级重点实验
室2个、省级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4个，
省级精品课程15门。 学校先后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20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项，
参与国家“863”、“973”、国家科技攻关项目6
项，主持国家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国家体育
部门项目40项，湖北省自科基金、社科基金项
目82项。 科研成果获省部级及以上奖励39
项， 获发明专利和实用型专利60余项。 学校
由南区、北区、西区三个校区组成，现有校园
面积1638亩，建筑面积61万平方米。学校在职
工之家建设、高校新闻宣传工作、高校党建工
作、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校园绿化建设、平

安校园建设、 文明单位建设等方面获得多项
国家和省级荣誉称号。

辛勤耕耘百十载， 桃李芬芳遍天下。 黄
冈师范学院面向全国27个省市招生， 全日制
在校学生近17000人， 其中在校硕士生67人。
学校现设有20个教学学院， 设置本科专业57
个， 专科专业13个。 学校先后与华中科技大
学、 华中农业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上海师
范大学、 武汉工程大学、 长江大学等高校联
合培养研究生， 现已培养100多名博士、 硕士
研究生。 学校还与美国、 英国等2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有关高校与机构建立了稳定交流与
合作关系， 先后聘请了100多位外籍专家来校
任教、 讲学， 同时也派出了60多位教师赴国
外进行汉语教学。 各种国际学术研究、 学术
交流保持强劲发展态势。

岁月如歌，盛事相约。为继承办学传统、总
结办学成绩、促进学术交流、扩大社会影响、凝
聚各方力量，全面提升办学质量、创新能力和
办学水平，学校决定于2015年11月28日，隆重
举行建校110周年庆典。学校将以“回顾·传承·
提升”为主题；本着“简朴隆重、喜庆热烈、彰显
特色、务求实效”的原则办好校庆活动。 为此，
我们诚挚邀请海内外校友届时重返母校，感受
母校变化，追寻美好回忆，重温难忘时光，再
听恩师教诲，畅叙同窗情谊，共襄盛世华章；
我们热情恭迎各级领导、 各界宾朋届时拨冗
莅临，共商发展大计，共谱教育新篇章。

特此公告， 敬祈周知。
校友办联系电话： 0713—8621616

黄冈师范学院
2015年6月28日

“对于少数民族预科生来

说，学好语言，将会为未来的

大学学习奠定坚实基础，那么

如何增强语言学习的吸引力？

我采取的办法就是‘情景和学

教结合’模式。”日前，谈到

课堂教学改革创新时，新疆轻

工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邢春梅这

样说道：“课堂教育模式改

革，把过去传统的课堂教学模

式灌输，变成了‘教师引导，

学生主动学习’的模式，极大

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

更加喜欢学习了，学习主动性

大大增强了。”

该如何改变传统课堂呢？

为此，邢春梅专门撰写了

《“情境———学教结合”下的汉

语读写课改方案》，该方案把

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了

“解剖”，列出了重点、学生兴

趣点、实现改革的途径、多媒

体应用、实训场地使用等等，

如此详细的方案，重新构建起

了课堂教学改革的路径和模

式。邢春梅说，这个精心设计

的改革方案，是专门供区外预

科民考民1班、2班的学生使
用。

在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类似的课堂教学改革方案

还有很多，涉及全院各个学

科。这是学院为进一步提高技

能人才培养质量，“强基础，

厚技能”所采取的改革举措。

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推行，使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取得了

一系列改革成果。如今，这些

改革创新成果都在课堂上得到

应用，在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得

到贯彻落实，为提高职业教育

教学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

“抓课堂教学改革，就是

抓内涵建设。”新疆轻工职业技

术学院院长葛亮说，“除了少

数民族预科生，其他专业的学

生，也存在一个如何激发学习

兴趣的问题。这方面，我们有

着深刻的认识。”

如何提高课堂教学的吸引

力，是近年来新疆轻工职业技

术学院领导班子认真思考的问

题。为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

增强职业教育教学课堂的吸引

力，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不

断推行课堂教学模式改革，让

职业教育课堂“变脸”，在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上下

功夫。

如今，无论走进新疆轻工

职业技术学院的哪个课堂，都

能看到，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望

和过去相比，增强了许多。迟

到的学生少了，缺课的学生更

没有了，实验实训室多了学生

的身影。

为了给学生营造真实的技

能学习场景，学院把课堂搬进

实训室，按照“理实一体”的

目标，让学生在实训基地里，

一边动手做，一边学习理论，

教师则一边教学一边指导，交

叉进行，互动紧密，让枯燥的

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变成了“魅

力课堂”，对学生的吸引力大大

增强。

学生们都说，课堂“变脸”

了，有趣了，不再像过去那么

枯燥乏味，学习起来劲头也足

了。

打造数字校园 助力教学改革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纪实 （之一）

“推行课堂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没有相应的硬件设施做支撑，是很

难实现的。”葛亮说，“为此，我们努力

打造数字化校园，为课堂教学改革提高坚

强保障。”

如今，在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无

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只要轻点鼠标，学习

和管理，已经教学资源，还有评价与督

导，都能在校园网络上完成。这一变化，

得益于2014年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开始
进行“教学空间云计算”的教学改革试

点。为此，学校投资76万元采购了6500个
空间账号，提供给教师和学生使用。

葛亮说，为提高普及学校的多媒体教

学条件，学校投资220万采用了一批多媒
体教学设备，新建多媒体教室160间用于
日常多媒体教学，提高了教学的水平与质

量。

与此同时，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加

大投入，夯实信息化建设基础，投资1400

余万新建改建了学校的数字化校园网络

系统，建成了先进高效的数字化校园

网络，通过全校上下，协调努力，共

同打造数字化校园，共同分享信息化

建设成果。

如今，在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本

部、北校区、南校区分校区之间均采用

10000M双路光纤路互联，校内信息点全
部采用千兆、百兆到桌面方式。学院教学

区、办公区建有高速无线网络。目前，学

院已有曙光服务器8台、DELL服务器9台、
HP86刀片服务器二台、集中存储设备
720T。学院已建立DMZ防护区，设置有防
火墙、端点准入、安全审计、病毒防范、

防垃圾邮件、网页过滤防篡改等系统。基

本实现涵盖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运行安

全等方面的综合安全保障系统平台，确保

学院重要数据和应用系统具有抵抗灾难的

能力，为学院各项业务的正常运行提供可

靠保证。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建设的共享数据

库和数据交换服务平台，规范了各类信息标

准，实现单一数据源管理和授权访问，保证

数据的一致性、实时性、有效性。

根据现代化校园大容量、高速度的数据

交换需求，兼顾与学院目前网络设备的兼容

性，升级改造了现有的校园网络基础，全面

提升校园网整体性能。

葛亮说：“我们建设了高速、全覆盖的

无线校园网，可接入多种移动设备，实现班

班通网络，以有线及无线网络相结合为基础

环境，将网络应用、教学应用等有效地捆

绑，组成无线校园数字平台，满足师生在校

学习、交流、应用的需要。促进信息的获

取，提升教学质量。”

对课堂教学进行督导，也是提高教学质

量的有效途径。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教学

信息监控系统是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基础，

保证教学的中心地位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

高，全面系统地收集、科学合理地分析、及

时准确地反馈教学信息，对学校深化教学改

革、优化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起着积极

的促进作用。

三校合并后，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在

新校区新建、改建视频监控设备747台，建成
后的视频监控系统的监控点达到1167个，全
部采用数字高清设备，覆盖学校的所有教学

与生活区域，基本实现了全校区的安保监控

系统和教学质量视频监控管理。

今年，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新建了二

个指挥中心分别用于校园安全保卫工作和实

时的教学质量监督工作。

“有了数字化校园，我们为学生的学习

生活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学生可以随时实地

学习，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也可

以随时随地进行，多媒体和智能化教学设施

的应用，对学院开展的教育质量改革提供了

保证，使一批改革成果得以运用到课堂教学

之中。”葛亮说。

（张 铭）

“课堂教学改革，实施者是教师，为了

调动教师的改革积极性和创造力，我们在

全院实施了‘教学质量工程项目’。”葛亮

说。

为了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新疆轻工

职业技术学院全面推行“微课”模式，让

学生通过5分钟的视频或者音频等，了解
知识点，对枯燥的概念有形象生动的认识

和了解，从激发学生的兴趣。目前，学校

已建设“微课”100多个。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所学专业需要进行选择，随时随地学

习、温习。

“过去，光听老师讲，有的知识点无法

理解，太抽象了，如今，有了‘微课’，我们通

过看视频，听音频，抽象的东西，变得形象

化了，也更能理解的透彻了。”一位学生说

道，“这样学起来，不再那么吃力了，而且，

很容易就能记住。”

“学生爱学习了，教育教学质量提高便

有了基础。”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葛

亮说。

“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的实施，让全院

教师都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如今，在新疆

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这已经形成了一种风

尚，大家都围绕着自己的课题，下足功夫探

索创新。

新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纺织技术分院

教师谭燕玲，所上的课程名称叫“织物组织

与设计”。这门课是现代纺织技术专业、纺

织品检测与贸易、针织服装技术和服装设

计专业的专业基础核心课程。谭燕玲说，这

门课程的基础打好了，对学生学习专业技能

知识，很重要。那么，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呢？

谭燕玲抓住学生在学习这门课之前，已

接触了部分专业课程，并对本专业有了一定

的认识的特点。根据大学二年级学生们活泼

好动、求知欲强、但注意力不够持久的年龄特

征，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多地采用现场教学

法、案例法、头脑风暴法、趣味性及富有变化

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以提高学习兴趣和效果，使他们在轻松愉快

中操练及巩固。

在课堂教学改革中，谭燕玲注重 “教、

学、做”有机结合，紧密联系，互相渗透，激发

学生的兴趣，让学生熟悉职业教育内容，在完

成实践操作的过程中，学会熟练绘制各类组

织上机图的能力，熟悉各类组织所形成织物

的风格特征，并对各类组织的织物进行试织的

专业能力，以及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沟通表

达、工作责任心、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等综合

素质和能力。

像谭燕玲老师一样，在新疆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教师们纷纷在改革课题教学模式上努力

探索，创新出了一个个经典案例，也构建起来

全院的课堂教学改革新模式。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为全面推动学院

质量工程建设，采取个人申报、分院推荐、评委

评审并报学院批准的方式，确定了“化工装置

运行”等22门课程为2014年度院级精品课程建
设项目；食品加工与检验专业等2个专业为
2014年度院级特色专业；会计电算化专业教学
团队等4个教学团队为2014年度院级教学团队
建设立项。

职教课堂“变脸”， 学生的学习兴趣更高了 实施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把提升教学质量放在重要位置

打造数字化校园， 为课堂教学改革提供坚强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