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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江校长与文新院学子亲切座谈
本报讯：9 月 29 日，校长吴中江与
座谈会结束时，吴中江对同学们的
文新院学生代表在文新楼 317 会议室 踊跃发言和对学校工作的建言献策表
进行座谈交流，倾听学生的意见和建 达了衷心的感谢。他表示，对于同学们
议。学院党总支书记季丹军，副院长巢 反映的当前能够解决的、客观存在的
小莉，校办谷鑫等部分教师参与了本次 “真问题”，将在会后加以归纳、整理，列
座谈。
出任务清单，按照职责分工，由相关职
座谈会上，学生代表们表达了对学 能部门提出解决方案，及时进行整改和
校发展和校园环境改善的切身体会，感 落实，最大程度地为同学们的学习生活
谢学校在关注学生成长成才方面的付 创造良好条件；对于受客观条件限制，
出和帮助，并围绕人才培养、学术发展、 不能马上处理的问题，会实事求是地解
考研升学、实习就业、基础设施、后勤保 释原因、说明情况，争取同学们的理解
障、疫情防控等方面畅所欲言，谈感想、 和支持。
提意见，寻帮助。吴中江对学生代表提
吴中江还请与会同学转达了学校
出的部分问题给予了现场解答，并就一 对广大学生的美好祝愿和殷切希望：一
些问题与同学们进行了深入交流。
是希望同学们做好校园的主人，自觉维

护学校声誉，发
现问题后能积
极主动地向学
校有关部门反
映；二是希望同
学们发挥自律、
自治作用，积极
主动地参与学
校管理；三是希
望同学们在学
习生活中注重
细 节 ，积 极 向
上，不断提高自
身素养；四是希望同学们关注发展和未 与学校同成长、共进步。
（通讯 摄影 巢小莉 审核 季丹军）
来，把个人成长与学校发展联系起来，

我校获批 1 个 2022 年江苏高校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
育国家级、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 核心”
“ 企业新闻与传播”
“ 媒体融合”
个人成果：新闻学专业系主任魏超
织。
“传媒创作”等“课程模块”，跨教研室组 被评为江苏省紫金文化人才，江苏高校
简介：
建了对应的教学团队，精心打磨“课程 “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中青年
融合创新型新闻学专业创建 群”、
“模块化”教学组织。
学术带头人；新闻理论教研室主任张晓
于 1999 年，现有专任教师 24 名，
主动应对社会对新闻人才多元需 慧获江苏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一等奖，
其中教授 5 名、副教授 9 名、讲师 求，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内容、 新闻业务教研室主任李凌获江苏省高
10 名。融合创新型新闻学专业为 实践环节等方面，坚持“符合国标，差异 校微课教学比赛二等奖；新媒体教研室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教育部高 发展”和“两方（高校和媒体、高校和企 主任刘娅获全国优秀教研成果评选教
等学校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江苏 业）联手、双线（理论、实践）贯通”的人 学设计二等奖；新闻业务教研室吴兵教
省重点建设学科、江苏省重点专 才培养理念。
授获三江学院首届“教学名师”荣誉称
业、江苏省品牌专业、江苏省一流
（二）确立专业建设特色，打造品牌 号。
本报讯：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发布 专业、
“中国顶尖民办大学特色星级专 活动项目
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了《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2 年江苏高 业排行榜”六星级（最高级）特色专业第
新闻学专业作为民办高校的特色 大力加强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提高
校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名单的通知》 一名（2020、2021）。综合实力在国内民 专业，充分利用特色资源与优势，坚持 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江苏高等教育
（苏教高函〔2022〕12 号），我校的融合 办高校及新建本科院校中名列前茅，具 深化综合改革，创造性提出并确立了 高质量发展，今年年初，江苏省教育厅
创新型新闻学专业成功获批 2022 年江 有良好的社会知名度与美誉度。
“融媒体”与“企业新闻与传播”为专业 发布《省教育厅关于加强高校基层教学
苏高校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
立足民办高校特色与优势，专业建 建设特色，打造了“企业新闻与传播专 组织建设 促进教学能力提升的指导意
今年年初，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省 设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新闻学 业建设”研讨会、
“ 企业新闻与传播”系 见》
（苏教高〔2022〕1 号）。在此基础
教育厅关于加强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 专业以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定 列教材研讨会暨新闻发布会等品牌活 上，我校迅速响应，结合学校地方性、应
设促进教学能力提升的指导意见》
（苏 位为导向，坚持“学用结合、服务社会” 动项目。在全国同层次、同类专业中具 用型大学办学定位研究制定了《三江学
教高〔2022〕1 号），在此基础上，我校迅 的办学理念，立足长三角，面向新时代， 有 领 先 优 势 ，在 中 国 校 友 会 发 布 的 院关于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与管理
速响应，结合学校地方性、应用型大学 主动应对传媒生态及地方经济社会的 “2021 中国民办大学一流专业排名” 的实施细则》，明确基层教学组织建设
办学定位研究制定了《三江学院关于加 变化需求，以培养“全媒型”人才为专业 中，被评为“中国顶尖民办大学专业”
（6 的总体目标，制定基层教学组织建设规
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与管理的实施细 培养目标，以“企业新闻与传播”为专业 星级），名列文学类专业第一名。
划，形成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上有目标、
则》，明确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总体目 建设特色，主要培养各类新闻媒体以及
（三）教学组织建设出成效，集体个 运行上有计划、考核上有激励的闭环管
标，制定基层教学组织建设规划，形成 非专业新闻机构所需的融媒体应用型 人成果“双丰收”
理体系。今后，学校将继续探索新时代
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上有目标、运行上有 高素质新闻传播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
集体成果：近三年新闻学专业获批 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实施路径，积极创
计划、考核上有激励的闭环管理体系。 发展服务。
国家级一流专业，江苏高校品牌专业， 新基层教学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
今后，学校将继续探索新时代基层
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特色
江苏省一流专业；新闻学专业两个课程 内容，打造品牌活动项目，形成特色，积
教学组织建设的实施路径，积极创新基
（一）创新基层教学组织形式，更新 教学团队获得三江学院教学成果一等 极培育国家级、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
层教学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内容， 人才培养理念
奖、二等奖，时任专业教师 100%全员 织。
打造品牌活动项目，形成特色，积极培
新闻学专业针对“学科基础”
“专业 获奖。
（通讯 摄影 舒敏萍 审核 王蔷馨）

情暖中秋 礼颂师恩
——高职院工会小组举行中秋节、
教师节活动
月 10 日，第 38 个教师节和
中秋节在这个金秋九月完
美相遇。枫叶渐红，桂花飘
香 ，在 这 个 阖 家 团 聚 的 日
子 、在 这 个 铭 记 师 恩 的 时
刻，高职院的老师们欢聚一
起，共迎中秋、共话未来、共
本报讯：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
时”，
“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9

享团圆。
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迎接党的二

十大，培根铸魂育新人。人民教师，作
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三尺讲坛，
默默耕耘，传播知识，启迪智慧。一直
以来高职院的老师们也都以昂扬向上
的精神面貌和立德树人的扎实行动坚
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勤
勉奋进，无论是负责办公室、教务教学
管理工作的老师们，还是辅导员老师
们，大家都在为学生更好的完成线上线

下课的教学提供着保障与服务工作。
为此高职院工会小组在双节来临
之际为老师们精心准备了美味的月饼、
甜蜜的石榴以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让
老师们暂时放下工作，放松身心，感受
来自学校、学院的关心与温暖，一起享
受着这美妙幸福的时光。良辰美景，赏
心乐事，
花好月圆人团圆！
（通讯 丁小兵 摄影 张剑 丁小兵）

土木工程学院举办第 38 个教师节活动
本报讯：又是一年教师节，今年的
中秋节和教师节撞了个满怀，既是收获
也是团圆，在这样特殊的节日里，土木
工程学院教职工于 9 月 9 日上午在
4207 会议室欢聚一堂，举办庆祝第 38
个教师节礼赞暨教师集体生日会。校
工会主席杨业琴，土木工程学院院长胡
夏闽、党总支书记王希宾、工会组长宗
明明及部分教职工等 20 余人参加活
动。党总支书记王希宾主持活动。
胡夏闽对校工会领导的莅临表示
欢迎，向全院教职工送上节日的问候，
为过生日的“喜星”老师们送去生日祝
福。他说，教师节和中秋节的相遇就像
是感念师恩的同时邂逅了团圆的喜悦，
“圆月”衬托着老师们的奉献，
“硕果”记

录着老师们的付出，他希望学院每一个
老师都要努力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立德修身、潜心治学，把教书作为天
下第一等的职业，把教书育人作为不可
放弃的职责，努力成为三江的一束光，
点亮学生前行的路，把光汇集到一起照
亮三江的天空。
两位“喜星”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谈
感受、讲体会，分享了在三江当老师的
收获。他们认为要“先暖心、再言教”，
要让学术和思想的火种传承不息，让为
国求学的信念历久弥新，均表示将继续
履行好“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职责，争
做“四有”好老师，为培养堪当大任的时
代新人、服务社会的应用型人才作出更
大贡献。

宗明明代表学院工会向老师们送
上节日的问候。他表示，近年来，土木
工程学院工会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
上、生活上、环境上为学院师生营造了
良好的氛围，让老师们安心从教、热心
从教、舒心从教，多措并举，做有温度的
后勤，提升了广大师生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今后更会千方百计地为广大教师
办实事、办好事，用责任与担当汇聚同
心筑梦的强大合力，为学校创建“特色
鲜明的应用型民办大学”添砖加瓦。
校工会主席杨业琴代表学校向为
教书育人、学院发展辛勤付出、默默奉
献的老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她表示校
工会以服务教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时刻倾听大家的呼声，关心大家的生活

和工作，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当好
职工信赖的“娘家人”。她希望土木工
程学院的老师们能够积极参加工会组
织的各项活动，并能在活动中献计献
策，共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通讯 王珊 摄影 吴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