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报记者团：辛鹏裕 高静昕 吴剑叶 桑伟 林昕 赵磊 王欣悦 杨一皓 郭艳丽 吴佳倩 李春燕

校园新闻4版
责任编辑：孙培华 2018年2月26日 星期一

WENYIFUKAN

本报讯：在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
到来之际，三江学院召开了退休教师
代表座谈会暨校庆25周年文艺晚会。
校长笪佐领代表学校对各位老领导、
老同志来学校参加座谈会表示节日的
问候和衷心感谢。与此同时，三江学院
校庆25周年文艺晚会也拉开了帷幕。

晚会以诗朗诵《三江之歌》开篇，
介绍了三江的历史和25年来的发展，
那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一段段求学的
青葱岁月，引发了在场观众的情感共
鸣。大学生艺术团带来的舞蹈《麻辣乖
幺妹》演绎了当代大学生健康向上的精
神风貌和清新高雅的艺术追求，从艺术
化的角度再现了三江学子学习生活的
场景，巧妙的构思，精彩的舞台展展现
了青春的风貌。青春是色彩斑斓的，有
着自身的节奏和韵律。一首《奔跑》洋溢
着青春的气息，展现了学子的阳光向
上。极富江南特色的歌曲《桃花谣》，在翩翩扇舞中缓缓
唱响起，“迎风迎雨向太阳，盛开那一年一年”则是充满
了对三江学院未来“桃李满天下”的美好祝愿。

歌曲《大地飞歌》十分喜庆，带动了晚会的气氛。演
唱者张越说道：“就像歌词里所说的‘唱过春歌唱秋
歌’，这很贴合三江的25周年。虽然我们只会陪着三江
走过四个春秋，但每一天都值得珍惜。”即将毕业离开
校园的她，很开心能够见证三江25周年，希望三江学
院越办越好，桃李满天下。在背景层层变幻中，街舞协
会的同学穿着象征活力的T恤，用舞蹈《Color Four》
迸发出校园里新鲜活泼的力量。“太阳从大海上升起，
以它的光芒告诉世界，新的一天开始了”。配乐诗朗诵
《光的赞歌》传递的是一种希望，象征着三江学院的未
来会更美好。参演者江泽坤同时也是本次校庆晚会的
主持人说道：“很荣幸能够见证学校25周年生日，希望
学校能够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教职工合唱团、演艺学院2017级学生共同演唱的《三
江传人颂》彰显三江学院薪火相传、凝心聚力、团结奋
进的校风校貌和转型发展、新校区建设、“136工程”的
宏伟蓝图，纵情抒发全校师生和历届校友对母校的共
同情感，将全场气氛推向顶点。

华彩乐章落幕时，整台晚会既有对沧桑25载历程
的回顾和歌颂，把臂言欢，燃烧激情，更有对美好未来
的憧憬与展望，放飞理想，超越梦想，三江人对母校的
感恩和思念之情绵延不绝。 （通讯 孙培华）

来源：2017年11月17日江苏工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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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9月25日下午，三江学院召开第
四次党代会动员部署会，丛懋林书记、笪佐领
校长、周更生副校长、王小锡副书记等校党委
委员、各党总支、各直属党支部书记、党办、人
组部、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由笪
佐领校长主持。

人事组织部部长祝启军首先传达了8月
25日全省高校党委换届选举工作培训会议
精神。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这是党和国家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加强对高校党委换届
选举工作的领导和指导，确保党代会顺利圆
满召开，为党的十九大召开营造良好氛围，是
全省高校党委和各级党组织的重大政治责
任。党代会是高校党委换届工作中的重要环
节，必须坚持标准，严格程序，必要环节一个
都不能少；必须以坚定的意志、强烈的担当和
过硬的措施，坚决防止换届选举中的不正之
风，确保党代会召开风清气正；加强监督检
查，发挥各级党组织和换届工作监督员的积
极作用，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圆满。

副校长、第四次党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办
公室主任周更生解读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
党三江学院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通知》文件精
神。周副校长就中国共产党三江学院第四次
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代表大会的筹备、代
表的条件、代表的名额、代表的构成和分配
原则、主要议程、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名额、
候选人名额和酝酿推荐、选举办法、工作要
求与纪律等均做了详细的说明，并提出了明
确的要求。

党委副书记王小锡就进一步推进“双抓
双促”大走访大落实活动第一阶段工作进行
部署。他着重强调“双抓双促”大走访大落实
活动要坚持群众路线，要突出问题导向。开
展“双抓双促”大走访大落实活动，归根结底
就是坚持群众路线，回应师生关切，解决实
际问题，服务基层发展。具体要实现走访全
覆盖，不搞形式主义，坚持心系师生。要认真
研究查找影响学校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具
体来说，突出问题导向就是要切实做到“两
带”，坚持开门纳谏，梳理问题清单。王副书
记最后强调，“双抓双促”大走访大落实活
动是校党委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学
校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民主管理的重要举
措，有利于全面推进学校体制机制建设，全

面落实学校“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三大发
展目标的重要政治活动，全校各级党组织务
必将“双抓双促”大走访大落实活动搞出成
效，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和学校第
四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最后，党委书记丛懋林作重要讲话。丛
书记着重从四个方面强调了学校第四次党
代会的重要意义，他强调此次党代会是全面
动员部署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党中央
对民办教育加强党的领导总要求、全国和全
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党组织
和党员在实现学校“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
三大发展目标与任务中的战斗堡垒和先锋
模范作用的一次党代会。丛书记要求，要严
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普
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有关文件
规定，严格程序，规范化、专业化、细致化做
好第四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他强调，党
委宣传部门要结合党的十九大、“双抓双促”
大走访大落实活动以及学校“十三五”事业
发展规划三大发展目标与任务，开辟宣传专
栏，以学校改革发展新成就凝聚和鼓舞人
心，为学校第四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营造良
好的舆论氛围。 （通讯 孙培华）

来源：2017年9月27日江苏高等教育网

三江学院召开第四次党代会动员部署会

本报讯：2017“中国教育+”央广
教育盛典是央广网通过著名教育界
专家学者、行业领袖、优秀机构齐聚
一堂，共同讨论加速变革的时代下教
育的内容品质和发展变革的盛典。盛
典现场设置访谈直播间，通过主持人
与嘉宾面对面交流，帮助大众全面了
解“变革中的中国教育”。12月14日，
三江学院校报主编孙培华做客央广
教育盛典访谈直播间，接受央广网记
者王启慧的专访，专访原文如下。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
是2017央广教育盛典的访谈间，我
是主持人王启慧，那今天我们请来的
嘉宾是三江学院校报主编孙培华，孙
主编您好。

嘉宾：您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首先恭喜孙主编，贵校

在央广教育盛典这一次斩获了2017
年度创新创业示范高校这样一个奖
项。那在之前我也听说了咱们三江学
院的学生在创新创业这方面的一些
故事。那借这个机会也请孙主编给我
们介绍一下三江学院在创新教育这
方面的一些情况。

嘉宾：好的。各位网友。三江学院
是一所应用型的民办高校。在三江学
院创新创业的孵化基地里面，我们有
这样的一些摄影大咖，短视频“网
红”、校园达人星探、VR 技术控……
他们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学院，上课的

时候可能是某个专业的在校生，课余
时间，他们就可能是活跃于各个领域
的创业团队CEO或是合伙人。

自从2017年9月份开始，经过团
队的申报，学校的审批程序，我们有
11个这样的创新创业团队，陆续进驻
三江学院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半年不
到，部分团队已经开始注册了自己的
公司，并实现了公司化运营。

主持人：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
子能跟我们网友一起分享一下。

嘉宾：好的。这里面给大家举两
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摄影发烧友
将兴趣发展为事业”，其主人公便是
来自我们三江学院的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的一个大四学生陈玲
莉。这个学生非常酷爱摄影，在校园
里面他是一个摄影的一个小达人。经
常给学生们拍一些个人的写真之类
的。在三江学院里面他就跟几个一起
摄影的发烧友就共同组成了一个摄
影的工作室。2017年6月，三江学院大
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开启了新一
轮项目招新，并且很快就实现了入

驻。学校也给他们提供了大概十几个
平方米的活动场所，并且还给他们进
行创新创业的讲座，提供政策及经验
的支持，给他们减轻一些负担。陈玲
莉现在工作室的客户主要是校内学
生及电商产品的平面模特。在孵化基
地期间，她还想抓紧时间和团队成员
们充分练兵，争取尽快实现原始积
累，为毕业后开设一家摄影公司做足
准备。

主持人：创新创业的成果已经在
三江学院开花结果了，可喜可贺，还
有例子与我们一起分享吗？

嘉宾：三江学院这一片沃土确实
不仅播下了创新创业的种子，而且已
经萌芽开花结果了。

“ 校 园 达 人 星 探 变 身 自 媒 体
CEO”的故事同样精彩。故事的主人
公是三江学院商学院市场营销管理
专业大三学生徐亚美，他目前是三江
学院百青美传媒的CEO。那他怎么会
成为百青美传媒的 CEO 呢？是得益
于从小就看到父亲征战商场的经历，
因此从小就保持着天生的敏感和好

奇心。进入到三江学院，置身氛围浓
厚的双创环境中，如鱼得水。他就将
自己的理念付诸于实践。他在学习之
余，兼职做起了新媒体文案，抓住一
切机会和老师及学长们探讨“创业
经”，努力挖掘身边的“校园达人”，学
习公司化运作的知识和政策。入驻孵
化基地后，业务量稳定攀升，他注册
了自己的传媒公司，并成为百度百家
号、腾讯企鹅号等内容供应商。变身
新媒体公司 CEO 的徐亚美坦言，公
司化运作后，对他最大的挑战就是团
队建设。他说过：“三江学院是一所培
养应用型人才的高校，人才培养主动
对接地方经济发展。新媒体是个热门
行业，我希望在校期间能打造几个成
功的 IP，我现在工作重点是挖掘动
漫、游戏、文案策划等方面的校园达
人，我给他们提供运营支持，帮助他
们成为自媒体达人。”

主持人：其实三江学院是真的的
牢牢把握了这个双创的时代，双创的
好机会，也做出了非常突出的工作，
学生也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有哪些
方面的成果，请孙培华主编给我们介
绍一下？

嘉宾：好的。三江学院创新创业
孵化基地内涌现的大学生创业人才，
只是学校创新成果的缩影。近年来，
学生师生在国内、省级及市内大学生
创新大赛中崭露头角：2015 年，大学
生首届互联网+大赛中，三江学院师
生们荣获江苏省一等奖、全国铜奖；
2017 年，“长三角”大学生双创大赛
上，学生师生分别荣获特等奖一枚，
二等奖两枚。三江学院创新学院的副
院长郁政宏更是获得国家教育部“创
业导师”称号，三江学院创业学院副
院长华沙组织的一年一度的学校创
新创业成果展中，百项成果更是吸引
了全国数十家媒体的关注。

主持人：成绩应该是有目共睹
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我们就请
孙培华主编给我们介绍一下，三江学
院在创新教育这方面成功的、可借鉴
的这样一些经验，介绍给我们网友听
一听。

嘉宾：好的。我援引三江学院创
新创业学院院长刘正涛博士的话，这
些成果和学校高度重视双创工作，打
造的“1+N”双创平台有关。其中“1”
不仅是指在专业学院里开设的创新
创业教育，还指学校搭建的双创信息
化平台。“N”指学校工、文、理、艺、商
等各专业交叉训练平台。如智能家
居、智慧医疗、智能机器人等，供学子
们选择并得到训练。来自不同专业背
景的学生们，在项目老师的指导下实
现协同创新。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一
些好项目，团队还可以直接入驻大学
生创业孵化基地。另外，学校还通过
引进校友企业，定制基于专业背景的
双创人才培养方案。如学校刚刚引进
拥有10年创业背景的餐饮设计品牌
——汤姆马克公司，该公司进校后，
不仅带来了大量的优秀案例，还为在
校近80名学子提供了实习岗位、创新
创业训练营甚至就业岗位等，为在校
生尽早适应社会需求做准备。从2017
年起，三江学院的学生都会接受到10
分以上的双创必修课，双创理论课程
和个性化比赛成果、获奖创新项目都
可以纳入学分。

主持人：感谢孙培华主编给我们
分享这么多三江学院优秀的、创新教
育的一些做法和经验。那也希望，我
们也期待着三江学院的学生能够在
创新创业这方面做出更大的成就。也
希望各位网友能够关注三江学院，关
注三江学院的学生创新创业情况，关
注央广教育。我们下期再见。

嘉宾：再见。

本报讯：11
月22日，省委宣
讲团来到三江学
院宣讲十九大精
神，帮助高校师
生准确学习领会
十九大精神，营
造良好学习氛
围，掀起学习热
潮。

在三江学院，省委宣讲团成员、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郭广
银作宣讲报告。报告中，郭广银深入解读了
十九大报告，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主线，从党的十九大的

主题和主要成果、过去五年的历史性成就和
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丰富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重大意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的深远影响、“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坚定不移全
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八个方面都做了详
尽的阐述。

郭广银用“三个深刻认识”阐述过去五
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时，要深刻认
识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要
深刻认识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
的；要深刻认识五年来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
性变革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取得的。在阐述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时，郭广银认为，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以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
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
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她用“八个方面”阐述了把握新
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任务。

三江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学生高静
昕听完宣讲表示，我们一定要紧跟时代步
伐，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肩负起时代使
命，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
儿，为国家的前途和民族希望积极贡献自己
的青春力量。
来源：2017年11月22日紫金山新闻客户端

2017央广教育盛典专访三江学院孙培华

江苏省委宣讲团深入南京高校宣讲十九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