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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至瓦梁下，深入学子心。基
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的“最后一公里”，也是联系服务
师生的“最先一公里”。近年来，学
校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的显著提
高，“以人为本”并非一句口号，而是
促进学生成长成才和师生幸福乐业
的真切承诺。

作为清远职教城唯一的省党建
示范校，广东建院党建工作可谓与
学生“零距离”：学校以章程规定，校
园每日晨起一歌《我和我的祖国》，
课后《唱支山歌给党听》，积极开展
沉浸式党史学习教育；此外，各学生
党支部就建在学生宿舍楼底下，且

宿舍楼每层都配备一名辅导员。辅
导员和学生们同吃同住，随时解决
学生的各类问题。

对于这样的安排，叶飞松解释道：
“学校建设服务型党组织，开展学生
党建进社区的工作，落实政治引导、
学习辅导、心理疏导、生活助导、就业
指导的‘五导’机制，让学生们时常感
到党就在我们身边，学习、就业、生活
上有困难都可以找党组织，引领学生
打心里拥护党的领导。”

“与学生近距离接触，既方便随时
与学生的沟通，了解他们的思想行为
动态，也能及时解决他们的学习、生
活困惑和心理问题等”。学工办辅导

员曾娟燕告诉记者，有一次，一位休
学的同学不按规定返回校园并险些与
师弟发生冲突，尽管当时是晚上，辅
导员也非常及时地赶到了现场，对学
生进行劝解，快速地处理了矛盾。她
还记得，曾经有位学生几乎每晚都到
教工宿舍找她谈心，通过她不断地悉
心劝导，学生从起初的执拗，也慢慢
解开了心结。

经管学院学生陈泳诗说：“平时辅
导员老师经常来访宿舍，看一下我们
的宿舍环境，跟我们聊聊天，非常关
心我们。我们会向辅导员老师反映一
些学习上面的事情，老师了解情况后
总会第一时间帮我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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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院：高质量党建引领
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文/崔文灿 黄然 黄慧 图/学校提供

南二月，寒意犹存，却仿佛春山可望。每一位步入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广东建院”）清远校区的来访者，无不被其草际烟光、水心云影
所吸引。漫步校园，学校党委书记叶飞松自豪地说：“我们努力打造的‘大

美校园’初见成效，是求知成才的理想之所，是师生幸福乐业之地！”
2021年底，伴随着清远新校区全面建成，广东建院办学条件有了质的飞跃，

也迎来飞速发展的高光时刻。而新校区的建成进驻只是学校打赢“五大攻坚
战”的“战役”之一。五年来，学校在实现“新时代强校目标”道路上接连发力，内
涵建设和人才培养水平显著提升，知名度和办学实力大幅增强，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为全面实现“强校梦”开启新征程。

时间回到“十三五”之前，
广东建院在全省高职院校中
排名居后，经过全校教职工的
共同努力，短短数年时间，
2021 年，学校在广东省高等
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程”考
核中，从 B 类跃居全省前四，
成为职教界一匹“黑马”。

“创新强校工程”被视作
广东高职院校发展的“晴雨
表”，也是学校办学实力的直
观展现。不仅如此，从其他数
据也可一窥广东建院近年来
发展势头之迅猛——五年来，
学校从 7000 多人正式迈入 2
万 人 高 校 行 列 ；2017 年 至
2021年，学校总资产增长了5
倍多，财务收入增长了1.6倍；
师资队伍从过去 200 余人发
展壮大至如今700余人，其中
有 30 多名正高级人才；2022
年校企合作企业数量比 2017
年 增 长 198% ，合 作 项 目 比
2017年增长189.5%……

叶飞松回忆，2017 年，当
时为实现学校“建新校、上规
模、强内涵、促和谐”的“十三
五”行动计划，提出了“五大攻
坚战”：“攻坚战主要还是靠人
去做，解决人的问题就是党的
建设问题。所以我们强调，要
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全面领
导，用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
质量发展。”

让广大党员干部有理想
信念，健全基层党组织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抓作风建设，
抓班子建设，发挥领导干部
头雁效应……五年来，学校
党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
方向、管大局、做决策、搭班
子、带队伍、保落实过硬，基
层党组织在实践锤炼中也更
加坚强有力。

叶飞松如是说：“人才是
第一资源，人才队伍强大了，
领导班子团结了，党员干部的

作风提高了，基层组织

健全了，党委的决策贯彻落实
就非常顺畅。”

由是，创新强校攻坚战、
强师工程攻坚战、深化改革攻
坚战、新校区建成进驻攻坚
战、党的建设攻坚战这“五大
攻坚战”成果日渐丰硕——

学校高水平专业（群）建
设数量和质量达到行业领先
水平，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实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做实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育人，提升供需精准对接的人
才质量。深度对接“双区”“两
个合作区”及广东省建筑业，
支撑建筑行业全产业链发展
能力全面提高。学校于 2022
年成为省域高水平高等职业
院校建设单位，这是学校升高
职20多年来取得的最重要的
综合发展成果。

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
负责制，学校决策机制科学健
全。五年来，坚持集体决策、
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重大决
策规范有效、零失误；

建立了分层分类教师培
养培训体系，持续更新教师队
伍的知识结构，引导教师改进
教学手段，提升教师教学能
力，推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路线图
的实施；

2021 年底，清远新校区
全面建成，学校自有产权用地
面积达到 58 万余平方米，比
2017 年增加了 10 倍；教学行
政楼、实训楼、学生宿舍、饭
堂、图书馆、体育馆、运动场等
一应俱全，办学条件得到根本
改善，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家长和学生“用脚投票”，
往往最能反映出学校发展的
情况。“现在学校第一志愿录
取为100%，报到率达到94%，
得到广大学生、家长和社会的
充分认可。”回忆起这五年的
变化，叶飞松十分感慨。

筑校为家，送福招才。除了
学生工作要做好，教职工福利也
显著提高。记者获悉，学校六个
饭堂均达 5A级别，为广大师生
提供了价格实惠，安全卫生的用
餐条件。“2021年学校开始筹建
教师宿舍及教师饭堂，学校不仅
为我们提供了自助餐，而且价格
优惠，可以说是物美价廉！”采访
中，老师们对学校不吝赞美。

不仅如此，学校为每位老师
配有公寓套间，并修建教工之
家，内含棋牌室、音乐室、茶室、
卡拉 OK 室、乒乓球室等等，真
正遵循了党建工作“想干事、干
实事、实干事”的行动指南。

“党建抓得实”，这是采访中
教职工和学生对学校党建工作
的普遍评价。而作为学校党委
书记，尽管平日事务繁杂，叶飞
松依旧亲力亲为，与学校党政领
导班子成员一起，帮教职工解决
各类教学、生活大小事。“老师是
主人，我们是公仆，”叶飞松谦
逊地说，“党建工作抓得实，才能
促进各项工作开展。有困难找
党组织，是对党组织的信任。这
说明，党委真正成为了大家的主
心骨！”

输能引贤立招牌，以“质”
为毫书答卷。叶飞松表示，学
校高质量发展，首要是人才的
高质量，必须紧跟产业步伐，培
养新型职业人才，开设新专业，
持续推进产教融合，提升学生
职业技能水平，以及加强核心
价值观教育，培育具有工匠精
神、奉献精神和家国情怀的职
业人才，“德技并修”才能适应
高质量的需求。

履道坦坦，长歌漫漫。此
刻，再看依山傍水的校园，美如
画卷。叶飞松说，过去的五年，
学校完成了“扩容”，接下来“提
质”将成为学校发展关键词。站
在新的起点，学校紧扣高质量发
展主题，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将
通过三年努力，顺利通过广东省
省域高水平高等职业院校验收，
站在全省高职院校第一方阵，未
来，努力建成高等职业本科院
校，培养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
技术技能人才，“我相信学校未
来五年能取得更大发展，为我省
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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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月20日起，广东多所高校迎来开学日，学生返校线下上课，
回归心心念念的校园生活。开学第一周，久违的校园对学生而言
既熟悉，又充满惊喜。新学期新气象，校长同堂、校园翻修、新馆
开业……新变化为同学们的新学期正式按下“启动键”。

线上巡课、开学即考、校园翻修……

广东高校 有这些变化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实习生 朱伊琳 陈灏琳

通讯员 柯佳 杨欣
图/学校提供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新学期希望同学们能更主动、
更勇敢，走出校园，做一些实地调研。”
华南师范大学城市文化学院网络与新
媒体专业2021级全体学生的开学第一
课，是一堂别开生面的民俗与文化遗
产课，城市文化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系
特聘副研究员胡玉福将春节民俗文化
与课堂巧妙结合在一起，通过问题驱
动、自主探究、交流讨论、拓展学习以
及总结提升的方式展开“翻转课堂”式
的教学。

他表示，希望同学们在课上不要
拘泥于所分享内容的“好坏”，而是注
重真情实感的流露。“胡老师喜欢互
动，大家都非常喜欢他，也非常享受自
然活跃的课堂氛围。”2021级本科生王
鸣萃表示，老师讲解和小组讨论相结
合的形式，让她更深入地了解了当地
的传统习俗，学习主动性和表达能力
也得到了锻炼。

除了精心设计的开学第一课，还
有“惊喜”等待着同学们——中山大学

“新学期巡课盲盒”抽取行动正在进行
中，同学们有机会和高松校长“同堂上
课”。据悉，中大每学期都会进行开学

“第一堂课”的听课巡课。校领导、各
院系领导来到中大广州校区南校园、
珠海校区的教室里，与任课老师、学生
们面对面交流。

在南方医科大学，新建设的教学
资源与监控督导平台第一次投入到开
学检查工作中，开启了“线上巡课”的
新阶段。该平台利用两校区多媒体教
室现有的教学监控设备设施，实现PC
端、微信端实时在线观摩教学活动。
学生和教学督导可以随时在线了解并
回放课堂教学过程，对课堂进行评价，
教师也可以通过平台开启线上直播课
堂。值得一提的是，线上教学巡视平
台不仅能自动实现“到课率、抬头率、
前排率”等课堂教学数据的智能分析，
还能通过专用网实现南医大广州校区
与顺德校区之间的互动，进行智慧教
学、资源共享，进一步提高学校课堂教
学质量。

华师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于开学报
到之际开展了学生注册抽奖活动。学
院党委副书记陈彦敏表示，今年的寒
假比较长，如今春暖花开，希望同学们
注册时抽个奖，得到一份小惊喜，有更
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此外，学院还
准备了运动打卡奖励院衫、插花、春日
校园寻宝、跳大绳等一系列趣味活动，
让同学们在春天里焕发青春活力，以
积极愉悦的心态开启新学期的生活和
学习。英语（师范）专业 2022 级本科
生罗政和伙伴们都幸运地收获了文创
产品和棒棒糖，“这些礼物都是学院的

心意，对我来说很珍贵，寄托了学院对
大家在新学期能够继续快乐学习，享
受校园生活的美好祝愿”。

不少高校还有“刺激”的“开学即
考试”。中山大学在新学期初陆续安
排学生完成延期的期末考试，华南理
工大学将上学期期末考试周调整至本
学期的 2 月 20 日至 3 月 5 日。此外，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加考还将
于3月12日进行。为了帮助学生尽快
进入学习状态，高效复习备考，中山大
学学生会准备了“开学考试备考锦
囊”，号召同学们合理规划时间、掌握

专业方法、做好心理调适，在新学期创
造心仪的好成绩。

新学期意味着新面貌与新起点，
“超长”寒假后回归校园的同学们在
新学期也斗志满满。暨南大学 2021
级新闻学专业的萧耘希望在新学期
通过英语六级，并在着手准备教师资
格证考试。她也希望积极参加学校
活动，把握交流机会，拓展学术眼
界。此外，她还计划利用课余时间自
学一门小语种。“我会更加珍惜线下
的学习时光，希望能抓紧时间感受大
学生活。”

新学期伊始，不少高
校寒假期间建设完成的
改造项目都陆续揭开面
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对教学设备、校园环境、
体育设施等进行了全方
位的升级。为了让“学生
主体、教师主导”新课程
教学理念充分落地，广外
在寒假期间完成了 30 间
智慧黑板课室、69 间智
慧黑板拆装和 267 间教
室投影仪等教学设备升
级工作。改造范围包含
白云山校区、大学城校区
的小、中、大、超大四类
课室，超过 300 间。

小型教室均安装最新
一代智慧黑板，即4K电容
触控屏幕，采用超高清显
示和低蓝光背光技术，减
轻同学们的用眼负担 ；
中、大型教室投影设备改
用流明激光投影机，能够
让投影设备使用寿命延
长，光源色彩还原准确，
具有亮度稳定、显示清晰
的特点；在超大课室左右
两边新增两个高清显示
器。所有教室全部配备定
制一体化讲台，具有平板
控制、投影幕升降等多种
功能，并更换新的音响设
备和配备无线话筒。

在校园环境方面，广
外寒假期间开展了白云山
校区的 37 栋、40 栋宿舍
楼及保卫处办公楼外墙、
校团委活动中心改造，大
学城校区的生活区冷气管
道、金融学院专硕教室改
造，及两校区电动自行车
充电桩安装项目等工程，
目前已全部完成，进一步
满足了校内师生的学习生
活需求。

体育设施方面，总修

缮 面 积 约 8123.33 平 方
米，对白云山校区的排球
场、网球场、篮球场进行
了地面翻新，并在原有排
球场中改造一片为沙滩排
球场；教工网球场、篮球
场、排球场则完成光源更
换、灯杆翻新工程，让校
园健身运动变得更加安全
舒适。

“学校新铺好的塑胶
场地非常漂亮，沙滩排球
场地的沙特别细腻，以后
会带着班上的小伙伴一起
来运动。”来自西方语言
文化学院的赖同学说道。

2 月 18 日，华南农业
大学的华农酸奶文化馆
（暂名）开业试运营。记
者了解到，馆内设有书吧
和茶座，将立足打造成为
新时代华农人的精神家
园，展现华农的历史文化
底蕴，并为师生、校友提
供阅读交流、品味酸奶、
休憩滋养的空间。“古色
古香的建筑很好看”“有
氛围感”“奶昔很不错”，
返校后的同学们纷纷前往
该馆“打卡”体验。

资料显示，该馆所在
的建筑历经多次变换，从
原国立中山大学“第一膳
堂”“乙组膳堂”，到华南
农业大学第一座食堂“稻
香园”（“学一饭堂”），再
到后来的“香园”。如今，
它在学校老师、工作人员
的设计施工和服务团队的
精工细作下，经过一年半
的活化改造，在开学前夕
向师生展露新颜。以“书
山稻海 融汇中西”为建设
理念建成的酸奶文化馆，
在华农“双一流”建设新
阶段赋予了这栋历史老建
筑新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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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师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学生正在抽奖

期学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