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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余德华赴江苏参加苏陕教育帮扶协作对接会议 

2017年 12月 20 日，汉中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余德华赴江苏省参加了

由江苏省教育厅和陕西省教育厅协同组织的苏陕教育帮扶协作对接座谈会。陕西省委

高教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省高教局副局长刘建林，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曹玉

梅等两省教育厅相关领导和江苏省 12所、陕西省 9所高职院校的领导及相关人员参加

了会议。 

座谈会上，刘建林介绍了陕西省的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他指出，此次合作对接帮

扶的重点是在深入沟通交流的基础上落实帮扶合作措施，提升人才培养的服务管理水

平，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实现学校治理的现代化。

曹玉梅指出，此次对接要夯实教育帮扶协作基础，互帮互促，共谋发展，丰富工作内

涵，扩大帮扶成效，打造两省教育帮扶协作双赢的大好局面。 

会后，余德华和帮扶对接的南通职业大学校长马成荣进行了深入的座谈交流，双

方在开展对接交流、干部交换挂职、教师互派学习、对口专业教育教学资源共享等方

面达成了合作共识。他表示，根据两省教育厅开展教育支援及职教合作的协议和汉中

市政府与南通市政府签署的《进一步加强扶贫协作的框架协议》，2017 年 4月已与江

苏南通职业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12 月 13 日又举行了汉中—南通校校对接洽谈会，

坚信在两省省委、省政府和教育厅的正确指引下，随着工作的进一步推进，今后两校

的合作必将更加深入，双方的友谊必将更加深厚。 

离开江苏省教育厅后，余德华带领机电系主任闫军、机电系学生管理办公室副主

任曹磊、教育系学生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周泽前往苏州市考察机电类专业校企合作，并

走访了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点。 

在苏州京东方 SUB 智造服务人力资源创新组织，余德华一行参观了京东方高创（苏

州）电子有限公司，通过现场观摩、座谈交流，与该公司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在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金苹果幼儿园和越溪蓝翔幼儿园，余德华一行和幼儿园院长

及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17 名在这两所幼儿园实习的 2018 届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生进行了

深入交流，详细察看、了解了学生的生活环境、工作内容、实习管理、培训提升、就

业意向等情况，勉励他们在实习岗位上满怀信心、朝气蓬勃、勤奋实干，在实习中学

有所成，在今后的工作中大有所为。                 （文 周 泽 冯晓敏 曹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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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系在全国首届职业院校护理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中获佳绩 

2017 年 12 月 14 日至 17 日，由全国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护理职

业教育联盟主办，中国职教学会卫生教育专业委员会“标准化病人”实践教学指导委

员会协办，全国首届职业院校护理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在滨州职业学院举行。经过四天

紧张激烈的比赛，汉中职业技术学院护理系代表队获团体三等奖，教师乔亚兰、余颖

分别获得个人三等奖。 

来自全国 28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 120 所学校的 240余名教师参加了此次大

赛。竞赛内容包括理论考核、说课和护理技能操作三部分，全面考核参赛教师的教学

能力、学术水平、职业素养及临床护理基本技能操作水平。比赛中首次引入标准化病

人，以病人病情为主线，考核教师的临床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并将标准化病人对教

师的评价纳入比赛成绩。 

此次大赛既是对我院教师教学能力的检验，也是对我院教学改革成果的展示。通

过竞赛促进了高职院校教师间的经验交流，实现了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建的

目的，对于推进我院护理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师的职业教育教学能力和临床

护理技能操作水平，促进我系一流专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护理系 余颖 乔亚兰） 

汉中职院成伟博士入选 2018 年度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 

2017 年 11 月 16 日，陕西省科技厅发文公布了 2018 年度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计

划入选名单，汉中职业技术学院药学与医学技术系青年教师成伟博士入选。 

成伟是汉中职业技术学院药学与医学技术系教师，兰州大学细胞生物学专业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博士后在读。长期从事硫化氢气体信号分子参与细胞低氧胁

迫的分子机理研究，迄今在该领域发表 SCI论文 12篇，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

项，主持申报陕西省创新能力支撑计划项目 1 项，汉中职院院级重点项目 1 项。2015

年 7 月入职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学术带头人负责学院“临床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

室”筹建工作和学院分子医学领域高精尖科研团队组建工作。2016年 9月被省委组织

部和中央组织部确定为陕西省“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到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学习，

入选汉中市 2017 年度“三一一人才工程”和陕西省 2018 年度青年科技新星名单。担

任国际著名杂志《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IF5.3）审稿专家。为国际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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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厌氧协会（ISPA）、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陕西省医学会、陕西省基因组与健康学

会、汉中市医学会会员。 

“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是省政府为培养创新型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布局合理的

创新人才梯队而设立，每年在全省范围内选拔一批青年科技骨干，通过对其开展的科

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等活动提供项目资助等方式，培育学科和技术带头人，

使其加快进入国家和省级重大人才工程计划，增强我省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后劲，

为建设西部强省提供技术和人才储备。此次全省科技新星共有 101 人入选，入选者应

从事研究开发领域属于国家优先发展的科学技术领域，并对提高我省科技发展水平以

及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具有较高的科研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发展潜力较大，

已经取得重要科研成果，从事研究开发领域属于国家优先发展的科学技术领域，并对

提高我省科技发展水平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药技系 王翠华） 

副院长刘义成主持学院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工作会议 

2017年 12月 18 日上午，汉中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示范办常务副主任刘义成在

行政楼 409 会议室主持召开了“学院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工作会议”，要求全面

推进示范校建设工作。示范办全体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刘义成代表学院对新加入示范校建设办公室的四位成员蔚振江、杨茜、张娜、周

克表示欢迎，同时勉励大家要多思考、善谋划、勤走动，经常深入到各建设项目中，

了解建设进度、凝练特色亮点、发现存在问题。他对示范办接下来的工作提出四点具

体要求：一是要准确了解各项目建设进度；二是要看各项目组对 10月份检查中所发现

的问题的整改情况；三是要了解各项目组面临哪些问题和困难需要解决；四是要注意

寻找各项目的示范点，注重凝练亮点、彰显特色。最后，刘义成对示范办人员与建设

项目的对接进一步做了细致明确的分工，以期进一步推进项目建设。蔚振江、杨茜负

责社会服务平台建设和学前教育专业及教育类专业群建设项目；张娜负责信息化平台

建设和口腔医学专业及医学类专业群建设项目；周克负责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建设和汽

车检测与维修专业及专业群建设项目，深入研究，重点突破，助力项目建设高效推进。 

示范办副主任、党政办公室主任晏继红分别从认识、学习、资料和亮点四个方面，

对示范办工作人员提出了具体要求。示范办副主任杨进峰在讲话时指出，示范校建设

要达到三个示范：管理示范、改革示范和发展示范，项目建设要有亮点、有增量。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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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办成员分别围绕自身工作职责，就如何做好接下来的示范校建设工作，特别是加快

项目推进，迎接年底检查，提升建设效果，展示建设成效和建设亮点以及项目建设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发言，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曾良华在发言

中表示，示范办工作人员要走出去、沉下去，多听一听、看一看、学一学，打开思路、

放开眼界，在总结凝练亮点的基础上，找到我们自己的特色创新点。 

刘义成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本次会议进一步理清了各项目组后期建设思路，明确了近

期建设重点、难点和具体目标；各项目组要加快建设、挖掘亮点、打造特色，真正发

挥引领示范作用，切实促进我院示范校建设再上新台阶，为项目验收提前做好各项准

备工作。                                               （示范办 周克）      

汉中市硕博高层次人才团到汉中职院参观考察 

2017年 12月 26 号，汉中市人才办主任刘文荣、人社局外专局副局长齐红玲、人

社局人事科科长刘韵平、人社局职称科科长许言带领汉中市硕博高层次人才团到汉中

职业技术学院参观考察。学院人事处处长张新成、药技系主任郭晓华等陪同。 

张新成、郭晓华等为硕博高层次人才团详细介绍了汉中职院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及发展状况，表达了学院招才纳贤的需求和期望；并带领博士们实地参观了学院临床

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生命科学馆和中药标本馆。 

刘文荣一行人对学院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及发展情况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取得的

阶段性科研成果表示极大的肯定。硕博高层次人才团对学院实验室建设提出了宝贵意

见，并表示今后会加强合作，推动相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科研工作更好更快开

展。                                                 （药技系 安焕平） 

汉中职院承办 2017 年度苏陕合作专业技术人才扶贫项目培训 

2017年 12月 25 日上午，由汉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汉中职业技术学

院承办的第二期“2017 年度苏陕合作专业技术人才扶贫项目种植培训班” 开班仪式

在汉中东方禾元大酒店举行。汉中市人社局外专局副局长齐红玲、学院副院长刘义成、

继续教育与培训部主任张仕锋、农林科学与技术系副主任王斌出席开班仪式，参加本

期培训的各县区专业技术人才及承担此次培训任务的学院继续教育与培训部、农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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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管理人员等 100 余人参加了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汉中市人社局专技科科长许言

主持。 

刘义成代表学院对参加培训班的全体基层专业技术人才表示热烈欢迎，对承担此

次培训任务的培训部、农林系工作人员表示慰问。他说：东西部扶贫协作是党中央、

国务院为加快西部贫困地区扶贫开发进程，缩小东西部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做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省、市人社部门把扶贫项目培训班这项工作交给我院承办，

负责管理、教学、实训的相关系部一定要认真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培训

计划；选配我市农业、林业等优秀的专任教师和优秀班主任，加强教学过程管理，确

保教育教学和技能培训的质量。同时，希望来自基层的专业技术人员与我们一道努力，

共同把“苏陕合作专业技术人才扶贫项目”工作做好。 

张仕锋就“苏陕合作专业技术人才扶贫项目”实施的背景和意义做了介绍。他说：

2016 年江苏省 10 个设区市与陕西省 56 个贫困县所在的 10 个设区市建立了帮扶结对

关系，江苏省南通市与汉中市结对。为加大精准脱贫帮扶力度，在市际结对关系的基

础上，江苏省的 19 个县(区)与陕西省的 19 个重点贫困县(区)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

施携手奔小康行动，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 

齐红玲代表汉中市人社局向参加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表示热烈欢迎，对承办培训

工作的汉中职业技术学院表示衷心感谢。她说，实施 2017年度全省专业技术人才扶贫

项目培训是国家对我省扶贫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所有参加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

培训教师和工作人员，一要高度重视，夯实任务。要按照制定的《培训指南》认真落

实培训任务，汉中市人社局和汉中职业技术学院要组织实施好培训的各个环节，把抓

好专业技术人员培训作为汉中市人力资源建设的根本任务。二要严密组织，强化职责。

要按照培训计划将培训工作落到实处。市人社局和汉中职业技术学院分管领导要亲自

抓，带头到培训现场检查培训情况，听取参训人员对培训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汉中职

院要选拔好培训授课人员，做到时间、内容、人员、效果四落实。三要严肃纪律，取

得实效。在集中培训的 5 天时间里，所有参训人员要遵守培训纪律，严格执行培训时

间、课程、安全管理等有关规定，处理好工学矛盾，充分利用此次培训学习，切实提

高专业技能，争当岗位技术能手，为我市脱贫攻坚工作助一臂之力，为汉中市“三市”

建设和汉中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据悉，汉中市 2017 年度“苏陕合作专业技术人才扶贫项目”培训班，计划培训各

县区基层专业技术人员 300 人，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开设“林业苗木与花卉及村镇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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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班”，第二期开设“种植班”、第三期开设“养殖班”，每期进行三天的理论学习、

一天的现场培训、半天的学习讨论交流。开班仪式结束后，学院农林系将按照“培训

方案”实施教学和实训。                            （继续教育与培训部 李冰） 

 

汉中职院临床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举办文献阅读专题交流会 

2017 年 12 月 7 日下午，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临床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召开了以

文献阅读为主题的第八次学术交流会议。会议由药学与医学技术系安焕平博士主持，

药技系张迁老师在会上对文献进行了解读。 

张迁解读了 2017 年 8月发表于《Nature》杂志的文章《Correction of aberrant 

growth preserves tissue homeostasis》，该文章运用 CRE技术改造小鼠基因，用双

光子显微镜观察，围绕 Wnt/β -catenin pathway，探讨毛囊干细胞(HFSC)发育过程中

的细胞竞争关系，为我们开展癌症进展过程中的细胞竞争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会上，与会教师进行深入探讨，表示通过对研究方向相近，影响因子高的文献进

行解读，有助于提高科研思维能力，指导实验研究进一步开展。希望今后通过多次交

流活动进一步完善实验室建设，增强科研团队凝聚力，共同推动临床分子生物学重点

实验室长期、稳定地发展。                                    (药技系 余月) 

汉中职院机电系召开示范校建设工作推进会 

2017年 12月 28 日下午，汉中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在四号教学楼 406室召开

省级示范院校建设工作推进会。贯彻落实学院党委关于示范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全面

总结 2017年省级示范院校建设工作，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责任，促进项目建设任务

高效有序推进。机电工程系系主任闫军、副主任李一心及系两办主任、各教研室主任、

实验室主任、汽车教研室全体人员参加会议。会议由该系副主任张汉林主持。 

会上，各子项目责任人对照示范校建设任务书所确定的目标任务，对 2017年项目

建设工作做了详细汇报，汇报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探

索实践“订单培养，双元施教”、“依托行业、理实交替”、“项目引导、能力递进”

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进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效；二是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

以岗位需要和职业标准为依据，以项目化课程为主体的课程体系改革的进展情况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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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成效；三是以加大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双师”素质教师培养力度，积极聘

请企业兼职教师，“双师”结构教师队伍建设的进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效；四是校内实

习实训室软、硬件建设和校外实训基地建设的进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效等。从汇报结果

看，机电工程系省级示范校建设工作总体进展顺利。 

张汉林在肯定取得成绩的同时指出，要清醒认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具体体现在

人才培养模式特色不够鲜明、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力度不够大、课程改革目标不到位、

校企合作不够深不够广、项目整体包括各子项目在协调推进方面存在不足、对所做工

作的总结提炼不够精准等。并要求各教研室要明确任务，责任到人，继续加强过程管

理，切实做好示范校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闫军就做好 2018 年省级示范院校建设工作指出，一是认识要再提高。要进一步认

识到专业建设是加强内涵建设、彰显办学特色的有效支撑；二是做事要更务实。要对

照示范院校建设目标任务和标准，严格按照计划全面推进，落实责任，逐项实施；三

是坚持问题导向。正视问题，找准对策；四是坚持统筹推进。加强沟通协调，及时解

决遇到的困难，统筹推进各项工作。                           （机电系 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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