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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曹胜强检查督导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教学工作
深入查阅后， 曹胜强与学院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举行座谈。 曹
胜强肯定了学院在教学、 创作、
科研、 管理、 专业竞赛中所取得
的成绩， 同时也指出了学院在日
常教学管理、 本科教学审核评估
迎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曹胜强
强调，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要在
自身发展定位中凸显专业特色，
在学校建设国内知名高水平应用
型大学的目标中探寻自身的发展
模式； 对于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
作， 一定要抓早、 抓细、 抓实，
同时要抓好日常教学的管理与督
导。

我校“第一书记”帮包村村民来校送锦旗

本 报 讯 6月12日， 我校选派
“第一书记”帮包村山亭区徐庄镇涝
岭村、蛾子山村、水城子村村民代表
一行六人来校赠送锦旗，并就“
第一
书记”工作进行座谈。校党委副书记
曾宪明接待了村民代表， 组织部有
关负责同志陪同。

村民代表深情回顾了“第一书
记”驻村以来，村庄在班子建设、村
容村貌、 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生的深
刻变化，对“
第一书记”踏实苦干、一
心一意为民的工作精神给予高度评
价， 对学校给予的支持帮助表示衷
心感谢。代表们说，“
第一书记”勤政

为民、热心服务群众，在村里树立了
好口碑， 老百姓心里会永远记得他
们，感恩他们。
曾宪明对帮包村给予“第一书
记” 的理解支持与关心照顾表示感
谢。他表示，学校党委高度重视
“
第一
书记”工作，
“
第一书记”们牢记使命、

不忘重托，为当地脱贫攻坚和经济发
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获得了上级组织
部门和当地干部群众的认可和赞誉。
今后，学校将在充分发挥人才和专业
优势的基础上，尽最大努力对“第一
书记” 的工作给予财力等各方面支
持，为帮扶工作取得实效做好保障。

李目海带队进行第二次日常教学运行检查
本 报 讯 6月10日下午， 副校
长李目海在教务处的陪同下， 对传
媒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心理与
教育科学学院进行了第二次日常教
学运行检查与督导。
检查过程中， 李目海一行主要

对学院教学运行情况、 学生学习情
况、 教学管理情况、 课堂教学质量
情况、 审核评估准备情况进行了查
询。
检查结束后， 李目海召集全
体检查人员在心理与教育科学学

院进行了座谈反馈。 会上， 检查
人员对学院的各项教学管理工作
进行了通报。 李目海肯定了各学
院在日常教学运行管理工作中做
出的成绩， 并对材料检查过程中
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李

目海强调， 各学院要根据评估要
求和学校安排， 做好顶层设计；
要突显教学、 科研、 人才培养等
方面的特色和优势， 尤其要抓好
课堂教学、 毕业论文、 学生试卷
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学生在第九届华东区大学生CAD应用技能竞赛中取得佳绩
本报讯 近日， 由全国CAD应
用培训网络—南京中心、 江苏省工
程图学学会联合主办的“
第九届华
东区大学生CAD应用技能竞赛暨第
四届华东区高校教师CAD应用教学
竞赛” 在南京农业大学浦口校区隆

重举行。 我校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组队参赛，并获两个一等奖、四个三
等奖和团体二等奖， 取得近年参赛
最佳战绩。
本届竞赛技术涵盖面广， 内容
丰富，分为机械类和建筑类，分别设

机械类工程图绘制、 机械类三维数
字建模、建筑类工程图绘制、建筑类
三维数字建模四个单项以及教师授
课项目。来自江苏、山东、安徽、浙
江、江西等78所院校的共约108个团
队、1510名选手参加角逐。城市与建

筑工程学院精心组织， 经过层层选
拔， 孙法印老师指导的朱德斌同学
和刘富余同学分别获得本科类建筑
类三维数字建模比赛一等奖和本科
类建筑类工程图绘制的比赛一等
奖。

食品科学与制药工程学院新进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圆满落幕
本 报 讯 6 月 11 日 下 午 ， 为
促进学院新进教师快速成长，切
实提升新进教师综合素质和业
务能力，食品科学与制药工程学
院举行新进教师教学基本功比
赛 ，11 位 新 进 教 师 全 部 参 加 了 比

赛。
此次比赛主要从上课和板书
两方面考查新进教师的课堂设
计、教学方法与手段的运用等内
容。 参赛教师认真对待此次比赛
活动，做了精心准备，比赛中能

够紧紧围绕教学目标和课程重
难点设计教学内容，并以恰当的
教学方法启发、引导学生，取得
较好效果。 最后张立华副院长做
了点评，希望新进教师以教学基
本功竞赛活动为契机， 多学习、

多思考、多实践，不断提升自身
的教学能力。
本次教学基本功比赛不仅使
新进教师在竞赛的氛围中增长
教学技能，同时也为参加学校新
进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做准备。

初等教育学院举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系列活动
本 报 讯 在全国第三个“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 的到来之际， 由
枣庄学院、 枣庄市文化和旅游局共
同主办， 枣庄市非遗保护中心、 初
等教育学院承办的2019年“
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 于6月5日在我校举
行。
本次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由非

遗项目展演、 非遗作品展示两部分
组成。 在非遗作品展示中， 李氏传
统布艺、 民间布艺制作、 拓片制作
技艺、 葫芦烙画艺术、 枣庄传统刻
瓷技艺、 鲁南蛋贴画手工技艺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以作品
展示的形式向我校师生展示高超的
技艺。 内容丰富、 色彩鲜艳， 令观

看者赞赏不已、 流连忘返。
非遗项目展演是本次校园非遗
系列活动的重头戏， 传统音乐、 传
统戏剧、 传统武术与曲艺类非遗项
目纷纷被搬上舞台， 参演节目有的
赞颂人间真善美， 让人感动不已；
有的则扮相滑稽， 令人捧腹大笑。
民间艺术表演者们精湛的演出赢得

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我校自2018年开始与枣庄市
非遗保护中心开展合作， 对枣庄
市传统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开展学术研究， 并取得了可喜
成果。 文化遗产日相关活动的开
展， 让广大师生们感受传统文化
的教育与熏陶。

我校2019届毕业生“跳蚤市场”开市
本 报讯 为更好地帮助毕业生
合理处理闲置物品， 给同学们提供
一个物美价廉的物品交易市场，6月
12日晚，我校一年一度的毕业生“跳
蚤市场”在北园路拉开帷幕。
活动现场十分火爆， 商品琳琅

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虽然出入人员
众多，但现场秩序井然，讨价还价声
此起彼伏。 活动帮助毕业生处理了
无法带走的书本、文具等物品，也给
学弟学妹们留下了书籍、 笔记等精
神食粮，大家各取所需，毕业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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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讯 6月12日下午， 校党
委书记曹胜强在办公室、 教务处、
评建办等部门领导的陪同下， 对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本科教学迎
评准备情况和日常教学运行情况
进行检查和督导。
曹胜强先在美术楼一楼展厅
参观2019届学院毕业生优秀作品
展， 听取学院负责人简单汇报。
之后， 详细询问学院教学管理
等日常运行情况， 重点查看本
科教学审核评估的相关材料，
调 阅 了 2018 届 毕 业 生 的 毕 业 设
计、 试卷和教学档案等相关材
料。

6月10日下午，
我校在综合楼
七楼会议室召
开 2019 年 6 月
全国高校网络
教育部分公共
基础课统一考
试工作协调
会， 副校长李
丽清出席会
议， 并就考试
安排等事宜提
出要求。
李丽清指
出， 全国高校
网络教育部分
公共基础课统
一考试与英语
四六级考试同
一天进 行 ， 高
温天气等不利
因素影响考试
组织， 各部门
一定要高度重
视，克服困难，
认 真 学 习
《2019年6月全
国高校网络教
育部分公共基
础课统一考试
组织实施方
案》,进一步规范考试程序，明确各
部门职责，落实各项任务，严肃考场
纪律，确保各项工作有条不紊进行。
有关学院要做好考试环境的保障工
作，相关职能部门要通力配合，做好
工作预案， 尤其是要确保考试期间
的供电正常以及网络畅通， 圆满顺
利完成本次考试的组织管理工作。
会上， 继续教育学院相关负责
人汇报了我校2019年6月全国高校
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统一考试
组织的准备情况， 解读了相关文件
精神， 并结合我校实际明确了各个
工作小组的具体职责。

“甜蜜的负担”，在校生收获“
青春的
印记”。一位学生摊主说：“哥卖的不
是旧物，是青春，希望它们以后能物
尽其所。” 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到6
月14日。
我校毕业生“
跳蚤市场”已经连

续开展多年，通过跳蚤市场，更多的
闲置物品得到循环使用，人走物留，
体现了毕业生对于母校的一份情
怀，同时增强了学生节俭环保意识，
更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校园文化风
景。

本报讯 6月5日下
午， 由学生工作处心理
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
办、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
院承办的首届手语音乐
剧决赛在教师教育实验
楼504室举行。来自全校
各二级学院经过激烈角
逐脱颖而出的七支队伍
进入了当天决赛环节。
作品《光阴的故事》
《岁月神偷》演绎出了父
母在流逝的岁月中逐渐
老去， 他们用无私的爱
陪伴子女成长的故事。
在表演《幸福之家》时，
表演者简单无声的手语
饱含丰富情感重新定义
了幸福的概念。 手语与
音乐的巧妙结合体现了
“艺术面前人人平等”的
独特表演真谛， 同时呼
吁大家珍惜时间、 感恩
亲情。期间，歌曲《没有
什么不同》 活跃了现场
氛围， 调动了观众参与
的积极性。
最终， 心理与教育
科学学院作品 《依然相
信》荣获一等奖，初等教
育学院作品 《光阴的故
事》 及心理与教育科学
学院作品《幸福之家》荣
获二等奖， 经济与管理
学院作品《岁月神偷》、传媒学院作
品《至少还有你》、生命科学学院作
品《相亲相爱一家人》及机电工程学
院作品《父亲》荣获三等奖。
手语音乐剧赛是我校心理健康
节的创新活动， 以关注特殊人群心
理健康为主要目标， 激发了学生学
习手语的兴趣， 提高了学生传播爱
和温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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