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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优秀校友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创新创业会议
11 月 25 日至 26 日袁我校召开历届学生会尧团委会委员代
表及部分优秀校友产教融合尧校企合作尧创新创业会议遥 学校
在家校领导尧各二级学院院长尧党政办尧教务处尧学工处尧团委尧
科研处尧外联处等部门负责人及部分教师代表参加会议遥

和谐尧美丽尧幸福新化院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遥
主题座谈时间袁校友们围绕产教融合尧校企合作尧创新创
业尧共赢未来畅谈母校新发展遥 校友们对母校有着强烈的认同
感袁回忆在母校求学的时间袁积淀了深厚的感情基础尧知识基
础尧学风基础袁离开母校后袁继续沿着梦想和目标不断前进袁获
得成功遥 校友们纷纷表示袁我们已经成长起来了袁感恩母校袁回
馈母校袁期待未来牵手母校袁互利共赢遥

座谈会即将结束时袁 刘望饱含深情地向校友们发出真情
召唤遥 他表示袁自己一直被暖暖的师生情尧同学情包围着袁他
说袁母校是事业的发展平台袁是情感的交流平台袁是学子们的
精神家园袁校友回到母校袁就像孩子们回到了家袁明年是母校
建校 60 周年袁希望更多的校友回到母校袁凝聚智慧袁为母校的
发展献计献策遥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尧高级律师袁以叶大时代的小脚印要要
要
用扎实的努力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梦想曳为题袁向与会人员分享
了自己的人生阅历曰校友陈晖袁现任奥加诺渊苏州冤水处理有限
公司技术负责人袁以叶我了解的日本和从事的环保事业曳为题袁
从专业角度向学弟学妹们分析了未来环保行业的发展曰 校友
周石旺袁现任湖南株洲蝶依斓布艺有限公司尧佛山蝶依斓家居
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以叶企业视觉下的职业规划与就业曳为
题袁 从企业招聘方角度生动讲述了毕业生求职过程中应注意
的事项遥 校友们的精彩讲座袁赢得阵阵掌声袁会场洋溢着浓浓
的母校情尧师生情尧同窗情遥

会议现场
25 日下午袁在行政楼一楼会议室举行校友座谈会遥座谈会
由校党委副书记刘毅副教授主持遥
座谈会上袁校党委书记刘望教授代表学校从历史沿革尧办
学荣誉尧办学规模尧新校区建设成效显著尧专业建设特色鲜明尧
教学科研成果丰硕尧创新创业全省示范尧人才培养质量过硬尧
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等方面向与会校友代表介绍了近年来学
校的发展情况遥 他说袁学校创建于 1958 年袁在办学过程中取得
了丰硕的成绩袁是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水平优秀评估单位尧湖
南省优秀示范性渊骨干冤高职院校尧湖南省卓越高等职业技术
学院建设单位遥 建校 59 年来袁学校累积为社会输送了 8 万余
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袁 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遥 据教育部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袁在全国 416 所
开设石油和化工类相关专业的高职高专院校中学校综合实力
排名第二遥 目前袁 学校已经成功迈入湖南省职业教育第一方
阵袁面向未来袁把学校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尧国际有影响的开放尧

认领树木

校友们畅谈母校与发展

座谈会结束后袁 每届到会的学生会和团委会在学校指定
的区域认领树木并合影留念遥
26 日上午袁迎着冬日的暖阳袁校友们再次相聚母校袁漫
步在优美的校园袁感慨母校的壮大遥 之后袁学校在图书馆报
告厅隆重举行优秀校友就业创业报告会袁1000 余名在校大
学生认真聆听了学长们的讲座遥 党委副书记刘毅主持报告
会遥
报告会中袁校友郭文刚袁现任湖南江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尧长沙江恒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袁以叶坚持袁做最好的自
己浴 曳为题袁用野坚持尧勤奋尧学习尧细节尧感恩冶五个关键词为学
弟学妹们精辟总结了成功的真谛曰校友李迎春袁现任浙江京衡

参演方知台下工 明礼善行记心中
编者按院历时二个月袁首届野明礼善行 德润人生冶情景剧大
赛于 11 月 21 日圆满落幕遥 1600 余名 2017 级新生通过网
络直播观看表演袁进一步增强了思政课程的获得感遥 情景
剧表演虽然结束了袁但萦绕在同学们心中对野道德冶的理
解袁对话剧的感悟袁一直未曾散去遥 而十个剧组的演员们表
演过程中更是收获满满袁 他们收获了一种深刻的道德认
知袁收获了一项崭新的舞台表演技能袁也收获了一份弥足
珍贵的友谊遥
我们做这个剧的初衷就是相信用善意对待世界袁 世界也会回
报以善意遥 一个失去女儿的母亲袁两个穷困潦倒的诈骗犯袁看似没
有什么联系袁却因为一通电话袁相互改变遥 就是因为善意袁母亲对诈
骗犯的善意唤起了诈骗犯的良知袁 两个诈骗犯也因为心底的善意
痛改前非遥 秉怀善良与德行是世间最美丽的一份品质袁道德是唤醒
迷失的世界与人群最强大的力量袁就像清晨的一缕阳光袁温暖尧明
亮袁跃动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遥
在我看来袁我们剧组能得到一等奖离不开所有成员的努力袁每
个人都认真对待遥 在导演提出周一周三下午排练时袁每个人都会毫
无怨言地准时赶到遥 排练过程中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精益求精袁演
员们早已对剧情烂熟于心袁却还是一遍又一遍地认真排练袁从不懈
怠遥 最开始的时候袁 我们剧组成员经常聚在一起探讨人物思想感
情袁让表演过程更加合理遥 剧组成员在第二次排练时就主动背下了
剧本遥 此后的排练过程中不断提出意见袁 让我们的剧情越来越丰
满遥 我们剧组成员的心态出奇的一致袁就是不论成败袁只求用心遥
要要
要叶一通电话曳剧组渊思政
23 班 邱丽媛冤
在同学们的意犹未尽之中袁野德润人生冶情景剧大赛结束了袁而
我们十三个人也如释重负遥 在经历了剧本筛选尧初选两轮角逐进入
决赛 PK袁我们从参赛最初的游戏态度变得感觉有种说不出的责任
感压在肩上遥 13 个人风雨无阻在图书馆前坪排练袁从陌生的第一
次接触到一个眼神和肢体语言就能理解对方的意思袁 我们经历了
一次又一次的磨合排练袁我们不断揣摩袁彼此鼓励袁共同进步袁一个
月的时间袁已经让我们成为密不可分的小伙伴袁我们学会了合作袁
磨练了自我遥
这次大赛的主题是野德润人生冶袁我们从社会热议焦点野老人摔
倒了到底扶还是不扶冶出发袁向同学们展示了一种坚决野扶冶态度袁扶
才是全社会真正应当弘扬和加以保护的正当光明行为遥 大家应该是
一如既往地发扬中华传统美德袁有善心袁有爱心遥 一个个的小小善行
汇聚在一起袁才能凝聚成野德冶之春雨袁滋养心灵袁才能汇聚成河袁洗
刷污浊遥 上善若水袁德润人生遥 我们上了一堂最生动的教育课遥
要叶扶起他曳剧组渊思政
要要
7 班 胡霞琳冤
在野德润人生冶情景剧的总决赛中袁最终我们叶选择曳剧组收获
了二等奖袁在心头萦绕了一个多月的事情总算是尘埃落定了遥 成员
们对表演情景剧都没有任
何经验袁 从开始的忘词笑
场袁生硬尴尬袁到后来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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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呈现剧情袁真的很不容易遥 最初大家都是为了老师承诺的免考资
格和加分袁到最后都一心一意为了完美演绎剧本而努力遥
这次的情景剧主题是道德袁 我们以一个农民工周老三拾到可
以改变命运的巨款为主线展开剧情遥 剧中人物如院内心矛盾重重的
周老三尧正直本份的老李尧贪小便宜的老李闺女尧品德高尚的周老
三媳妇儿尧还有不辞辛苦的警察和关心家人的失主袁他们都是生活
中极其普通人物袁他们的平凡袁让观众们更有代入感遥 整部情景剧
以诸多人物之间交织的对手戏来引发观众的好奇袁 同时借着角色
审视自己对道德的深思遥
从剧本的讨论创作到最后的演出结束袁大家倾力合作袁团队成
员缺一不可遥 成员们都希望以后能有更多如同野德润人生情景剧冶
这样的机会袁让同学们可以放飞青春梦想袁展示自我才华遥
要要
要叶选择曳剧组渊思政
13 班 熊宁冤
情景剧大赛刚刚落幕袁 成员们长舒一口气的同时又感到稍许
失落遥 回忆起每天不断重复着的枯燥排练袁晚上又拖着疲惫的身子
回到寝室的日子袁深觉一路走来着实不易遥
当老师宣布我们剧组的剧本被选上时袁大家都很激动袁充满了
斗志遥 但是在第一次彩排时袁一连串的失误让成员们很失落袁剧组
的士气也很低落遥 在大家都心灰意冷时袁指导老师耐心的帮我们修
改剧本袁纠正我们的动作袁教演员们如何掌握台词的语气遥 成员们
都听得认真袁记得很仔细遥 慢慢地袁大家恢复了动力袁开始进入疯狂
的野排练模式冶遥 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先把台词看一遍袁排练的时候
每个人都很认真袁为了大赛那天不让留有遗憾袁大家都卯足了劲遥
比赛当天天气寒冷袁 因为剧情需要袁 演员们需穿着单薄的衣
服袁大家都冻得瑟瑟发抖遥 候场的时候袁大家还在相互对着台词袁回
忆着各自的动作遥 整个比赛期间大家都发挥稳定袁整场剧演下来很
顺利袁老师也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遥
比赛结果叶职业道德曳剧组获得了三等奖袁成员们虽有些遗憾
没能拿第一袁但很快调试好了心情遥 竞争是残酷的袁收获却是自己
的遥 情景剧排练期间袁有时大家会意见不一袁甚至争的面红耳赤袁在
争吵中大家学会了理解袁学会了团队协作袁学会了坚持遥 这是我们
这次情景剧大赛最大的收获遥
要要
要叶职业道德曳剧组渊思政
14 班 倪情情冤
一个多月的艰苦备战袁历经风雨袁从 50 多个剧本中海选袁脱颖
而出袁本着加分免考的目的袁未曾想过有机会进入决赛遥 而事实却
截然不同袁进入决赛之后袁我们自己手忙脚乱遥 作为队长的我也是
一个从未接触过情景剧袁或许是因为高中时表演的机会比较少袁锻
炼少遥 如同天上掉馅饼似的袁我们的思政老师亲自指导袁排练袁以及
服装的筛选租用遥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袁在九位同学的努力和老师的
精心指导下袁我们剧组斩获二等奖袁结果还是在意料之中遥
这次的情景剧主题是美德袁我们以荒废学业袁啃老族的典型代
表大学生张磊袁在喝醉酒之后睡到了狄仁杰的公堂而展开遥 含辛茹
苦的将儿子养大的张父袁惩恶扬善的狄大人袁忠心耿耿的元芳袁这
些人物都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个烙印遥 作为大学生的我们袁现在更应
审视自己袁以学习为重袁并且希望不要再出现下一个 野张磊冶遥
要叶穿越美德曳剧组渊思政
要要
30 班 徐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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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袁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袁 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
设遥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袁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袁 进一步推动校园全民健身运
动袁增强教职工体质袁增进教职工之间的交流袁
12 月 3 日下午 2 时袁 工会面向全校教职工在河
西 训练日 健身 房开 展冬季 教职 工健 身体 验 活
动袁来自 8 个分工会的 60 多名教职工代表参加
了此次活动遥
活动总共分为三个环节院勇往直前袁平板支
撑袁1 分钟俯卧撑遥 勇往直前袁为男女合作项目袁
很多组合都是学校的夫妻档袁其默契程度不言而
喻袁完美的配合及精神力量的支持袁多对夫妻皆
获得不错的佳绩曰 平板支撑可谓是耐力的考验袁

11 月 18 日 校团 委青
年志愿者联合会联合各二
级学院志愿者团队袁以野垃
圾有归属冶为主题展开了校
园清理活动遥
在这个寒风细雨的日
子袁志愿者们以满腔热情投
入到校园清理活动中袁对学
校各处草坪及附近道路进
行清理遥 大家积极清理垃
圾袁不怕脏袁不怕累袁相互配
合遥 校园街道尧草坪深处均
已不见塑料袋尧瓜皮纸屑的
踪影袁同学们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为学校增添一份清新遥
路过的老师尧领导都不经竖
起了大拇指对志愿者们表
示赞扬遥
渊团委 王靖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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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留念
据悉袁 为进一步搭建校友企业与毕业生之间直接交流
和双向选择的平台袁11 月 26 日上午袁学校在图书馆一楼大
厅举办 2017 年校友企业专场招聘会遥 共有 22?家校友企业
参会袁提供了近 500 个就业岗位遥 野母校是永远的牵挂袁愿为
母校建设添砖加瓦遥 冶参会校友纷纷表示袁愿意野牵手冶学弟
学妹走进职场袁 为新一代的化院学子提供多元化的就业岗
位机会遥
渊宣传部 耿星 陈丹冤

别看女子娇小柔弱袁其骨子里的韧劲却不比男子
小袁思政部黄婉秀老师以 8 分钟的绝对优势获得
此项目第一名的好成绩曰 俯卧撑则是体力大作
战袁在比赛开始不久袁不少老师就出现了体力不
支的状态袁汗水如雨般从脸颊上滑落袁但其中也
涌现出不少健身达人袁女子组罗德懿老师和男子
组颜鑫老师皆表现出近乎专业的水平袁分别获得
各小组第一名的好成绩遥
随着各项比赛的持续进行袁教职工们的参与
热情也随之高涨遥 活动期间袁教职工们还在健身
房体验了动感单车尧健身操尧跑步机等多项健身
活动遥 愉悦轻松的比赛氛围袁宽敞舒适的运动环
境袁以及热情专业的健身指导袁进一步使教职工
们体验到运动的魅力袁因为通过运动不仅可以改
善自己身体的内平衡袁调
情绪尧减压力尧强意志袁同
时袁可以加强同事尧朋友尧
家人间的交流袁增进彼此
间的感情遥
本次活动的开展袁旨
在让教职工们从电视机
前尧手机中尧电脑前解放
出来袁感受健身的乐趣袁
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调
动教职工们的运动热情袁
树立强身健体的理念袁在
工作之余能与家人尧朋友
一道参加体育锻炼袁让运
动成为提高生活质量及
工作质量的推进器遥
渊工会 吴静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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