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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动态      

 

校党委书记李四清等校领导 

走进思政课堂听课 

 

为了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进一步提升思政课建设的规范性，验

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2018 版新教材使用情况，6 月 12 日，我

院李桂贞校长、邵芙蓉副校长走进电教 102室，随堂听取了思政

部李永会老师主讲的《形势与政策》课程；田华副校长、李玉峰

副校长、夏喜利主席在电教 103室随堂听取了思政部常丽丽老师

主讲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6 月 13 日，占江副

书记、肖珑副校长、王皓副校长在电教 204室随堂听取了思政部

樊明光老师主讲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课程; 6 月 15 日，我院李四清书记、邵芙蓉副校长走进电

教 204室随堂听取了思政部樊明光老师主讲的《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 

李永会老师以党的“十九大精神解读：近五年来的新成就”

为题，重点讲授了我国近五年来经济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经

济奇迹”的成因以及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常丽丽老师讲

授了 2018版新教材的第六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选取刑法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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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案例式教学法，以河南“大学生掏鸟案”导入新课，讲解了

犯罪构成和刑罚原则。樊明光老师讲授了第八章第二节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重点讲解了我国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樊明光老师讲授了第九章实现祖

国完全统一理论，重点讲解了第一节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

族的根本利益以及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

其实践。四位老师的精彩授课，对提高学生法治素养，帮助其正

确认识党和国家面临国际国内形势以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有很

大的意义。（供稿：田之涯，审稿：汤敏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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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研修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做好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骨干教师参观考察活动的通知》（教社科[2009]4号）、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教社科[2015]3

号）和《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做好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参

观考察活动的实施方案》（院宣字[2009]2 号）等文件精神，我

部拟于 7 月中旬组织骨干教师赴教育部建立的全国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社会实践研修基地—福建农林大学社会实践研修。具体

安排如下： 

一、主题 

重拾革命足迹，传承红色精神。  

二、时间 

7 月中下旬，为期一周。 

三、地点 

首批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研修基地——福建

农林大学。 

四、主要内容 

1、听取知名专家作专题学术报告； 

2、实地考察革命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闽西红色文化

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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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

设的讨论交流活动； 

4、其他方面的学习培训。 

五、研修人员及经费预算 

1、参加研修 11人,其中带队领导 1 人，思政课教师 10名。 

2、经费预算： 

研修费用 550×7（天）=3850/人，含研修期间培训场租费、

专家讲座费、现场教学交通费、讲解费、餐费、住宿费等。 

合计：3850×11= 42350 元，备用金 10000 元，共计 52350

元。（往返交通费按实际发生额另计）。 

费用由思政课教师专项经费支出，发票由主办单位开具。 

六、研修活动的组织和有关安排 

1、思政部成立以班子主要成员为组长的 2018 年度暑期研修

工作领导小组，科学谋划，精心组织，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2、带队领导和部门负责人是研修活动的主要责任人，负责

做好组织和安全教育工作，确保活动的安全顺利开展。 

3、研修过程中注意收集珍贵的照片、文字记录、兄弟高校

经验介绍、活动总结等资料，以备存档。 

4、参加研修的教师每人撰写一份 2000字左右的报告，适时

召开研修工作总结研讨会，将研修见闻融入讲授内容，提高思政

课教学质量。 



8 

 

心理咨询中心工作汇报 

（2018 年 5-6 月份） 

一、心理咨询工作  

从 5 月 2 日至 6月 30 日，共完成 29 人次的学生面谈咨询，

4 人次教师电话和面谈咨询。学生咨询主要涉及抑郁、焦虑、自

卑等情绪问题、人际交往、恋爱关系、个人成长等问题。教师咨

询主要是孩子教育、婚姻关系等问题。 

二、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动 

“5.25 我爱我，大学生心理健康日”主题宣传活动的顺利

开展。活动包括 5.25 生命教育——绿植领养、展示和评奖活动；

“5.25 我爱我”主题团课的开展和总结；舞动团体心理活动的

开展；校园公众号 5.25 生命教育——绿植领养活动的 APP 相关

内容的制作等。 

三、 其他工作 

1、心理健康教育试点单位的申报工作 

2、收集整理心理健康教育三级网络建设相关资料（二三级

网络相关人员的完备信息） 

3、二级辅导站建设方案、心理辅导员补助申请初步拟定等。 

4、调研、讨论 32 学时的心理健康必修课教学内容的安排。 

5、心理测评软件的使用学习以及软件建库，统一纸质档案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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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完成 2017年勤工助学学生工作情况的上报以及 2018年

勤工助学同学的报备工作。 

7、云班课学习、使用过程中的问题研讨。 

8、参加部门精神文明创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9、期末备考的相关工作。 

                     

 

                        思政部 心理咨询中心 

 2018年 6 月 30日 

                 

★  心理档案 

心理咨询个案一例 

主诉：王同学，大二男生。自述和女朋友分手一个多月来，

一直无法理解分手的原因，认为自己只是有点控制欲较强，因此

心情郁闷，烦躁不安，上课也无法集中精力学习。 

诊断：该男生是因恋爱挫折引起的一般性心理问题，表现为

郁闷、烦躁、焦虑等情绪症状。 

处理：该个案共做 2 次咨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该生因

恋爱挫折所产生的不良情绪困扰得以缓解。心理咨询师在真诚、

理解、平等、共情的咨访关系下，采用绘画分析帮助该生分析其

个性特点和情绪状态，了解其认知模式和应对姿态对亲密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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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并通过时间线疗法处理当前的情绪困扰，构建美好的未来

和亲密关系。 

（心理咨询中心  温娟娟供稿） 

 

★ 简讯（6则） 

为迎接“5〃25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在广大学生中营

造“关注心理健康，重视心理健康”的氛围，学院心理咨询中心

主办了“5〃25我爱我”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各二级学院行

政班级积极响应心理咨询中心的倡议，纷纷于 5月 21 日晚 7 点

组织开展了“5〃25 我爱我”心理健康教育主题团课，心理咨询

中心教师随机进入班级进行现场指导。   

本次团课活动的主题为“5〃25我爱我—唤醒生命内在的源

动力”。各行政班级根据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纷纷

围绕“让我自豪的事、我的幸福时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

的优点、如何关爱自己、生命的价值、我的未来”等主题组织了

形式多样的团课。各班级精心布置了活动会场，绘制多彩的黑板

报，营造了温馨又轻松的气氛。有的班级精心准备了稿件宣讲心

理健康知识，也有各班级开展趣味心理小测试、团体心理游戏、

谈心活动、画脸谱大赛等活动。活动现场氛围高涨，时而笑声一

片，时而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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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主题团课使同学们不同程度地了解了心理健康的知识，

提高了心理健康意识，也让他们学会了如何关爱自己、发展自己，

还营造了一个个团结友爱，奋发向上，健康和谐的班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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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李桂颖，审稿：汤敏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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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号下午，我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2017年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马金伟老师应邀到河南检察职业学

院进行示范课堂展示活动。在该校行政楼七楼会议室，检察职业

学院主管教学的殷宏副院长、教学督导组的两位老师、社科部全

体教师和 100余名本科生观摩了此次示范课堂展示。观摩活动由

社科部主任焦子国主持。    

马老师以《文化自信》为题，在 45 分钟时间内分别讲了什

么是文化自信、为何要文化自信和如何做到文化自信三个问题。

课堂精彩纷呈，受到师生的好评。   

展示活动结束后，在该校六楼会议室马老师同社科部全体教

师和督导组成员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研讨交流。大家围绕如何上好

思政课、如何做好《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新教材的进课堂、进头脑等问题进行了亲切的交流。   

此次活动，既是我校思政课教师第一次走出去与兄弟院校交

流示范课堂建设，也为我校思政部示范课堂建设下一步将要实施

的“请进来”工作奠定了基础。 

（供稿人：马金伟，审稿人：汤敏骞）   

 

5 月 24 日，在思政部心理咨询中心的精心组织下，绿植展

示活动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日活动顺利举行。活动现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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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热烈，各二级学院不同造型的绿植摆放和生机勃勃的绿植吸引

了许多师生的驻足观看和咨询拍照。    

学院邵芙蓉副院长在思政部负责人的陪同下，进行了现场参

观指导。邵院长对此次活动的组织给以了高度肯定，并提出心理

健康教育要创新理念、创新形式，要进一步扩大宣传力度，使关

爱心理健康的意识真正深入人心。邵院长说：“学院领导非常重

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将在各方面给以大力支持”。  

本次活动通过绿植展示，心理健康教育的讲解宣传，让学生

充分体会到了生命在于关爱、心理健康需要守护的道理，从而更

进一步激发他们珍爱生命，幸福快乐生活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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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杨丽 审稿：汤敏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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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1日下午 14:00，思政部心理咨询中心精心组织的“5.25

我爱我”舞动团体心理活动在 3号教学楼健美操教室如期举行。

近 70 名学生参加。此次活动为我院“5.25我爱我，全国大学生

健康日”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次活动以“爱上不一样的自己”为主题，特邀河南财政金

融学院（原河南教育学院）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豆全丽老师主

讲，活动分创意联结、镜像中的我、爱上双人舞、共创奇迹等四

个阶段，引导学生在音乐舞动中打开心扉，表达情绪，释放压力，

通过与自我内在对话，遇见真实的自己，爱上独一无二的自己。

活动持续 3个半小时，现场气氛始终热烈，学生情绪高涨，心灵

不断受到强烈冲击。参训学生积极分享心得感受，纷纷表示将把

活动中获得的爱、自由、力量等心理正能量传递给所在班级和学

院更广大的学友们，共同呵护心灵，拓展心智，绽放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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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温娟娟，审稿：汤敏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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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报：院领导 

送：学院各直属部门 

发：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各教研室、心理咨询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