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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动态    

 

思政部组织“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
学技能大赛”选手“磨课” 

 

9 月 26 日，思政部在教学楼 2103室组织全省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教学技能大赛选手赛前试讲演练，学校推荐参加省赛

的胡海涵、马金伟、曾凤括三位老师分别汇报了自己的参赛作品。

邵芙蓉副校长以及校内专家等对三位老师的参赛汇报从多个角

度进行了精彩点评，并提出了中肯的改进意见。   

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技能大赛致力于充分发

挥比赛在提高高校思政课教师综合素质中的带动作用，体现以赛

代训、以赛代练，切实提高高校思政课教学水平和质量，提升学

生对思政课的获得感，真正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

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  

在此之前，思政部已经每周一次连续组织集体备课会，组织

参赛老师展示并进行集体研讨。（撰稿：田之涯，审稿：汤敏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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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部组织宗教知识学习 

为进一步落实省委关于做好中央巡视意见整改工作要求，在

全校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政策的宣传教育，深入

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观、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9 月 29 日下午，思政部组织了宗教知识专题学习，

思政部领导班子成员及全体教师参加了此次学习。   

思政部主任王黎明传达了《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做好师生

宗教知识学习工作的通知》的精神，强调了宗教知识学习的重要

意义。马金伟副主任带领全体教师学习了《宗教事务条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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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民族宗教工作读本》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宗教工作重要

论述摘编》，按照学校的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族宗教理论，并将其作为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的一

项重要任务，落实好党政负责人的主体责任，确保宣传教育在学

校得到深入有效开展，全体思政部教师要高度重视学校民族宗教

工作，正确认识和处理涉及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问题，确保高校民

族宗教工作落到实处。（撰稿：田之涯 审稿：汤敏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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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中心工作汇报 
（2018 年 9-10 月份） 

一、心理咨询工作 

从 9月 14日至 10月 30日，共完成 19人次的学生面谈咨询。

学生咨询主要涉及宿舍人际关系、亲子关系、专业学习、生活规

划、自我成长、情绪管理、睡眠等方面问题。 

二、其他工作 

1. 制定新学期心理咨询值班表。 

2. 做好 2018级新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排课工作。 

3. 做好上学期心理健康课程不及格和缓考学生的补考及成

绩报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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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策划、筹备 10 月份的“第十二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宣

传周”系列活动。 

5.策划 10月份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讲座事宜。 

6. 召开心理协会干部座谈会，指导心理协会招新、制定新

学期活动计划等。 

7. 报备下半年勤工助学使用计划。 

8. 开展 2018 级新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课堂教学工作。 

9. 10 月 11 日下午，心理咨询中心老师为 2018 级心理协会

的会员进行了一场新生适应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和心理健康知识

培训，促进新生尽快适应新环境。 

10. 根据河南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安排部署，10 月 15

日，心理咨询中心启动了“第十二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周”

活动，活动以“不负韶华，出彩青春”为主题，当天的宣传活动拉

开了宣传周活动的序幕。 

11. 10月 18日下午,我校在足球场成功举办了 2018年趣味心

理运动会。各二级学院心理辅导员率领 9 支代表队参加了本次运

动会。 趣味心理运动会共有“齐头并进”、“无敌风火轮”、“趣

味毛毛虫”、“袋鼠运瓜”、“珠行万里”、“同心鼓”六个项目。比

赛场上，队员们团结合作，工作人员精神抖擞，赛场气氛浓厚热

烈。 

12. 10 月 25 日下午，思政部组织 2018 级新生到学院心理咨

询中心参观体验，旨在帮助学生关注自我心理健康，正确对待心

理咨询，快乐成长成才。来自机电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学院、烹

饪食品与健康学院、旅游管理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等 5 个二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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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近 500 名新生参加活动。  

13. 10 月 31 日下午，郑州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刘慧瀛教授应我校邀请，为全校师

生作了题为“精神卫生法下大学生心理危机问题与干预”的心理

健康教育专题讲座。各二级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书记、辅导员、

新进教师和各班心理委员，校团委、学工部、思政部等部门教职

工 200 余人听取了讲座。 

14. 9 月 30 日至 11 月 2 日我校举办了第六届“心理海报创

意设计大赛”活动，活动以“不负韶华，出彩青春”为主题，共

收到 9 个二级学院选送的 54 幅海报作品。评审组根据海报内容、

主题、表现形式创新、整体效果等指标对所有作品进行评审，评

出了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15. 开展 2018 级新生心理测评前期准备工作，提前调试心

理测评软件系统。 

16. 完成勤工助学学生的工作上报工作。 

 

 

心理咨询中心      

2018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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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档案 

心理咨询个案一例 

 

个案概况：李同学，大三女生，20 岁。自述今年已大三，

同学们都实习去了，自己要参加专升本考试，所以就留在学校继

续学习。前两天搬了一间新的宿舍，床上面正好有一热水管道经

过，一躺在床上，就感到特别压抑，看到管子就睡不着觉。曾想

着搬到另一间宿舍，但那边人不太熟，有些犹豫，不知道怎么办

才好。另外，年前与学校一男生恋爱，本来她不太想接受这位男

生，但后来接受了，关系还不错，但年后开学分手了，自己心中

有些舍不得，但挽回无果，心中痛苦，学习也没了劲头。 

印象：该女生长相还可以，性格开朗，语言表达能力强，曾

任学生会干部，办事能力强。 

诊断：该女生是因新搬宿舍不适应和失恋引起的一般心理问

题，表现为忧虑、压抑、痛苦等症状。 

处理： 

该个案共做一次咨询，取得良好的效果，该生从宿舍的不适

应和失恋阴影中走了出来，学习重新步入了正规。心理咨询师运

用人本主义疗法，实现共情，快速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又通过

来访者中心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通过沟通交流，李某认识到热

水管道经过床上面，形成压抑，一方面是现实存在，另一方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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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恋心情不好也有关系。鉴于自己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可尝试

换一宿舍，换个环境，换种心情，热水管压抑的问题可能就会解

决。失恋问题与学业问题对比分析，李同学认识到当务之急学业

为重，恋爱问题可以先放一放，冷却一下，对彼此可能都好。 

                  （心理咨询中心  杨丽供稿） 

 

★ 简讯（六则） 

根据《中共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关于

召开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知》，9 月 17日下午，思想政

治理论教学部党支部在行政楼 A409 室召开了专题组织生活会，

全体党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王黎明主持，她首先从深化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始，带领在座党

员一起仔细研读学院文件，并结合实际工作主动查摆反思。之后，

各位党员按照提前撰写的提纲逐个发言，对照自己的思想和工作

实际，查找不足，开展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并积极查找问题产生

的根源，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措施，明确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全

体党员发言后，党员之间开展相互批评，开诚布公、真诚地指出

问题所在，辣味十足，切实发扬了党内民主，体现出强有力的党

内监督。最后，支部书记王黎明同志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对今后

的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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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题组织生活会，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党支部党员深入

学习贯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精神，深刻反思了自己

思想上、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进一步增强了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加强了党员的政治自觉性，促进了同志之间的相互帮助、相互提

高，增强了队伍凝聚力，为河职更加出彩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撰

稿：李桂颖 审稿：汤敏骞） 

 

根据河南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安排部署，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教学部联合学校团委于 10月 15 日启动了“第十二届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主管领导邵芙蓉副院长在思政

部主要负责人的陪同下，亲临活动现场，进行参观指导。邵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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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心理健康普查、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宣传以及活动安全方

面都做了重要指示。  

本次活动以“不负韶华 出彩青春”为主题。在为期一个月

的宣传教育活动中，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将开展：新生心理健康

普查、新生适应团体心理活动、心理健康教育现场参与活动、趣

味心理运动会、心理健康教育专家讲座、心理海报设计大赛、趣

味心理知识竞赛主题团课、参观心理咨询中心等系列活动。   

本次活动将通过宣传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增强大学生的

自我心理保健意识，培养大学生健康稳定的心理素质，为大学生

顺利成长成才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  （供稿人：杨丽  审稿人：

汤敏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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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8日下午,我校在足球场成功举办了 2018年趣味心理

运动会。副校长邵芙蓉，工会主席夏喜利亲临现场指导。思政部

主任王黎明宣布开幕。各二级学院心理辅导员率领 9 支代表队参

加了本次运动会。  

思政部副主任汤敏骞主持开幕式，总领队温娟娟老师致辞，

裁判长李淑青老师和运动员代表定损 181 班翟明治做宣誓发言。

本次趣味心理运动会以“不负韶华、出彩青春”为主题，共有“齐

头并进”、“无敌风火轮”、“趣味毛毛虫”、“袋鼠运瓜”、“珠行万

里”、“同心鼓”六个项目。比赛场上，队员们团结合作，工作人

员精神抖擞，裁判员公正裁判，赛场气氛浓厚热烈。经过近 3小

时的激烈角逐，机电工程学院荣获一等奖，旅游学院荣获二等奖，

信息工程学院、环境艺术工程学院和汽车工程学院并列荣获三等

奖。  

此次活动将我院第十二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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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向高潮。趣味心理运动会将运动竞技与心理健康紧密融合，提

高了学生的心理调适能力，营造了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 （供

稿人：温娟娟审稿人：汤敏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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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下午，思政部组织 2018 级新生到学院心理咨询

中心参观体验，旨在帮助学生关注自我心理健康，正确对待心理

咨询，快乐成长成才。来自机电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学院、烹饪

食品与健康学院、旅游管理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等 5 个二级学院

的近 500 名新生参加活动。  

在心理咨询中心老师的指导下，心理协会学生骨干热情地带

领新生参观了心理阅览室、沙盘游戏室等 7个主题功能室，观看

了心理咨询中心宣传短片，并详细了解了音乐放松系统、情绪宣

泄等器材的使用方法及功能，让学生切身感受心理咨询中心的工

作职能和温馨宜人的环境，参观新生都愿意把这里当作倾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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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释放压力的心灵港湾。  

此次活动是我院“第十二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周”系

列活动之一。11 月 2 日下午，思政部还将继续组织商学院、环

境艺术工程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音乐学院等 4 个二级学院约

500 名新生代表参观体验。 （供稿：温娟娟，审稿：汤敏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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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扎实做好全省纪检监察系统《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根据学院纪律监察室《全省纪检监

察系统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工作方案》的通

知要求，2018 年 10 月 25 日下午，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全体党

员在行政楼 409 办公室对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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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以下简称《条例》）进行了集中学习。  

马金伟副主任带领大家学习了纪检监察室转发省纪委《学习

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和

2018 年《条例》新增和修改的内容。王黎明主任要求大家深刻

认识和准确把握《条例》修订的重大意义和核心要义，从全面从

严治党的高度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忠诚践行“两个坚决维护”，

把《条例》刻在心上、握在手中，切实增强贯彻执行《条例》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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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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