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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九月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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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

一、我院教师在学校举办的 2021 年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大赛中斩获佳绩，获奖情况如下：

★二等奖：李 莉 陈慧娇

三等奖：冯 丹 吴 琼 樊未峰

二、我院女教职工在校工会组织的女教职工拔河比赛中夺冠。

三、我院师生参加山西省第八届校园艺术大赛，获奖名单如下：

★教师组一等奖：李亚峰 独唱《美睢》；窦鑫鑫 独唱《边境的小鸟》；

陈静溪 独唱《白日飞升》；李 宇 独唱《昭君》；李 仙 独唱《我多么想》；

田 敏 独唱《月满西楼》；冯 丹 独唱《没有强大的祖国，哪有幸福的家》

★大学组一等奖：王 丹 独奏《g 小调狂想曲 op.79on.2》、秦晶晶 独奏《激流》指导教师：宋丽琳

高子杰 独唱《十点半的地铁》指导教师：田 敏

二等奖：史亚楠 独唱《芦花》指导教师：郭日斌；

白雅倩 独唱《黄梅飘香》指导教师：窦鑫鑫；

唐光珠 独唱《牧笛》指导教师：宋 婧

三等奖：高 婷 独唱《娄山关》；雷子欣 独唱《我想这样看着你的样子》；指导教师：宋 婧

★优秀指导教师：宋丽琳 窦鑫鑫 田 敏

四、我院师生参加山西省第十届“雏菊奖”大学生艺术展演，获奖名单如下：

★教师组二等奖：宋 婧 独唱《大江河》；栗 茹 独唱《哦，我的费南多》

★大学组一等奖：高锦涛 独唱《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指导教师：李 帅

二等奖：王 丹 独奏《g小调狂想曲 op.79on.2》；秦晶晶 独奏《激流》指导教师：宋丽琳

秦含屿 独舞《一点甜》指导教师：李冬梅

吉 莉 白思瑶 刘奕彤 马薇淇 郭丁丹 秦含屿 康晓垛 李园园 郭扬澜 艾雯秀 高 妍 杨一凌

贾 茹 杨晋茹 程 丽 孙佳辉 李诗雨 王怡婷 孟心蕊 洪慧萍 张 璇 李欣瑜 颉佳颖 冯雪莹

樊嘉琦 侯妙玉 赵荆碧 赵泽君 孟 园 尚雅鑫 张 茜 王馨怡 群舞剧目《绽放》

指导教师；史方圆

三等奖：李佳雄 郅鹏林 指导教师：乔 宇；李昱君 张晓洁 指导教师：宋丽琳；

李治栋 指导教 师：栗 茹；唐光珠 指导教师：宋 婧；孔维琪 于文静 指导教师：吴 琼；

马薇淇 指导教师：李冬梅；李治栋 指导教师：栗 茹；许嘉伟 指导教师：李 宇；

梁桂荣 指导教师：李 帅；

董子锐 指导教师：王 雪；贾莹蓉 独舞《中国芭比》；肖若冰 独舞《鹊桥仙》指导教师：李易航

韩 莎 董 峣 高晨宇 高玉婷 何嘉怡 陈瑶倩 杨博岚 杨淼鑫 杨悦丹 安舒琳 张佳茹 郭雪静

苏振宏 庞雅仂 贾泽莹 李钰晨 李晋婷 孟佳慧 谢佳彤 群舞剧目《半条被子》指导教师：郝丽娜

常季洁 高菁嵘 员瑜婕 杨 帆 庞可欣 李倩倩 吕倩倩 姚亚楠 田汶艳 范宇瑶 毕钰钰 刘 谨

郝林娜 赵梓欣 高鑫祎 陈文晋 李 荣 群舞剧目《陶醉了》 指导教师：郝丽娜

郭宇轩 王朝辉 陈珂豪 魏正男 陈泽宇 雷宠宙 鲁 晋 田雨琦 李王磊 王 浩 张洋铭 高 飞

赵凌锐 杨春发 郭翰琛 高 帅 李争玄 张佳乐 群舞剧目《天堂草原》指导教师；宋昊泽 梁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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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责任担当 做好本职工作
——音乐学院召开专项会议

10 月 19 日，音乐学院召开本学期第二次全体

教职工大会，就在全院开展“强化责任担当，做好

本职工作”做专门部署。

院长邱怀生作主题发言指出：学校前段时间在

副科以上干部中开展了“两提三力”专项教育活动，

旨在提高学校治理水平，提高干部工作效能，提高

干部凝聚力、战斗力、执行力，进一步转变工作作

风，强化责任担当意识，弘扬实干精神，以良好的

精神面貌扎实推进本科教学评估工作。对广大教师

而言，也存在一个加强责任心的问题，要强化责任

担当。毫不讳言，我们有个别教师的工作责任心太

差，最典型的就是前段时间在教师评教过程中，我

们学院有位教师，工作极不负责任，评价结果不客

观，全部是“优”，造成负面影响，被学校点名批

评；有 4 位教师不严格执行教学计划，私自调整授

课内容和地点，造成教学事故；还有个别教师违反

“教师十不准”等各种表现形式的不负责任的现象。

站稳讲台讲好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顺利通过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等等，哪

一项工作都不能缺少责任心。责任心不强主要还是

思想认识问题，不改变思想认识，不加强教育，是

不可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的。下一步我们要在全

院开展“强化责任担当 做好本职工作”专项活动，

就是要人人强化责任意识，有责任担当、使命担当，

从领导班子抓起，全体教师、辅导员、职工都要积

极参与，全院上下要营造增强工作责任心的浓厚氛

围，强化责任担当，做好本职工作，从而推动学院

各项工作深入开展提质增效。

瞿守宇书记就“一院一品”、课程思政工作推

进与开展、乔宇副院长就开学以来的教学工作、张

勇副书记就学生管理教育工作结合加强工作责任做

了强调与要求。

弘扬太行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赴武乡《太行山上》实景演艺基地挂牌

10 月 28 日上午，音乐学院党总支书记瞿守宇、

副书记兼学生党支部书记张勇、分团委书记王倩和

辅导员老师代表王威洋及学生党员、团学干部一行

前往大型实景演艺《太行山上》基地，共商党史学

习教育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共建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基地挂牌工作。

大型实景演艺《太行山上》项目负责人王帅对

音乐学院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详细介绍了

剧场规模、项目亮点、企业文化及校企合作等各个

方面情况。

瞿守宇书记就山西应用科技学院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追寻红色记忆，结合各种红色资源，在赓续

红色基因讲活中对建党精神活动做了介绍，并对《太

行山上》实景演艺弘扬太行精神，传承八路军文化、

在党建教育宣传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肯定。

双方领导致词后举行了“山西应用科技学院思

想政治教育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宣布大型实景演

艺《太行山上》山西应用科技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实

践基地正式成立。

在剧场游客服务中心观看了《太行山上》剧情

宣传片后举行了简短的座谈会，就双方建立长久合

作关系、打造共同育人平台进行座谈，一致同意为

树立文旅融合的新标杆、为建设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高水平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地而共同努力。

供稿/党总支

10 月教学工作情况通报

一、教学管理

（一）常规工作

1.新生开课前教材、课程安排；

2.补考学生的成绩审核及录入；

3.更新冬季作息时间；

4.修改并及时更新相关数据平台的数据；

5.起草《音乐学院师说课改活动方案》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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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研室组织初赛，11 月 9 日学院进行竞赛；

6.申报兼职班主任工作；

7.审核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入党积极分子学

生成绩；

8.组织安排 2021 级专升本学生的公选课；

9.汇总专任教师 9 月份的上课工作量；

10.10 月 19 日全院教职工大会就教学责任、课

堂纪律、上课五要件等问题教学情况填报；

11.制定 2021 届论文抽检不合格学生补答辩工

作方案，10 月 28 日组织补答辩工作；

12.组织全院教师开始建立教师教学业务档案；

13.整理 2020-2021 学年课程考核情况汇报的

资料；

14.启动本学期的命题工作，26 日组织本学期

考试课程教师研讨去年出题方面的问题，引以为戒；

15.统计上报学院教师师资情况；

16.统计核算外聘教师 10 月份工作量及课时

费；

17.上学期补考工作的汇总表并盖章提交；

18.召开全院各班教学信息员会议，搜集教学一

线中存在的问题并做好协调解决工作;

19.10 月 5 日下午邀请舞蹈专家刘晓波老师对

2021 级学生的专业能力进行考核。

（二）教学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1.共性问题

（1）课堂纪律执行不到位；

（2）教师上课五要件不全；

（3）教案随意更换模板；

（4）教学反思不及时，有多数老师没有教学反

思；

（5）存在教案旁批不明确、不填写现象。

2.个性问题

（1）教师调课未办理调课手续；

（2）教师未按要求提前到达上课地点；

（3）教师有迟到现象；

（4）教师为办理手续随意调换上课地点；

（5）外聘教师上课迟到；

（6）2019 级学生专业课学习状态涣散。

二、教学评估

1.一流课程建设项目的任务书整理与提交；

2.完成综合性、设计型实验实训项目审批表及

支撑材料；

3.审核 2021 人才培养方案；

4.安排 2021 年学院青年导师的工作，并完成相

关资料后提交；

5.配合评建处完成“1366”指标体系 1.3、3.1、

3.2 资料的检查工作，针对发现的问题做出整改方

案；

6.组织教师参加课程思政设计大赛。

三、主题沙龙

10 月 26 日在艺术楼小音乐厅开展了音乐表演

专业“提高音乐素养、坚定文化自信”主题沙龙活

动。主讲人姚振华教授（专业带人）就教师如何讲

好课，走一处、守一处，实事求是，将思政元素融

入课堂进行讲座。 供稿/教学科

牢记领袖殷切嘱托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党课

音乐学院党总支10月 19日举行第15期积极分

子培训学习会，总支书记瞿守宇以党课形式，组织

全体积极分子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为了讲好这堂课，瞿书记精心制作了 PPT，用

时 1 小时 20 分钟，图文、视频结合分别从充分认识

“七一”讲话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七一”讲话

的整体内容、深刻理解“七一”讲话提出的系列重

大观点、论断的原创贡献、全面发挥“七一”讲话

的指导作用等四个方面进行讲解，深刻阐述了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

和丰富内涵，深入解读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

历程、伟大成就、宝贵经验和实践启示，解读伟大

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解读在新征程上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同时围绕讲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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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进行了系统讲

解，在史论结合中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

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激发青年大学生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意志和

决心，涵养情操，启智润心。

党课深入浅出、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帮助入

党积极分子深化了对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同学们表示，要响应习近平

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号召，认真学习贯彻“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以史为鉴、开

创未来，在新的征程上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

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供稿/党总支

“提升音乐素养，坚定文化自信”
沙龙活动

——“师说课改”系列活动之一

为落实学校“师说课改”指导意见，深化课程

改革，助推应用型课程建设,器乐、声乐教研室开展

“师说课改”沙龙活动。

10月26日下午14:30，在艺术楼三层小音乐厅，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学科带头人、晋中学院音乐系主

任姚振华教授以“提升音乐素养，坚定文化自信”

为主题，以沙龙形式做讲座，与音乐学院 60 余位教

师分享课改观点、学科前沿理念及经验互动交流。

姚教授就提升音乐素养、不忘初心使命、做好

日常工作、坚定文化自信四个方面为老师们带来了

精彩的分享。姚教授从自身成长经历、大学生到教

师职业的转变、当代教学中音乐与德育智育的关系

等方面向老师们提出了宝贵建议，尤其为刚入职的

新教师指明了努力方向。

姚教授在讲座中指出，现代音乐课有很强的人

文综合性，一堂好的音乐课不仅是简单的知识传输

和技能传递，而要与其他学科进行深度融合，从而

进一步完善学生的认知结构，提升个体的综合素养。

他鼓励在座的教师在学习的过程中要用好三个台：

站好讲台、抓好舞台、用好平台，把自己塑造成为

一名综合素质较高的当代音乐人才。

姚教授将教学一线和教学工作中的一些宝贵经

验毫不保留地进行了分享，使大家对从事的艺术教

育和教学有了更为坚定的信念，对于音乐的理解和

未来的教学规划有了更加清晰的方向。教师们纷纷

表示，要向姚教授看齐，虚心学习，明确目标，努

力工作，为本科合格评估做出贡献。

供稿/声、器乐教研室

舞者，舞台中超越自我
——师生参加山西省第十届“雏菊杯”大学生艺术

展演

山西省第十届“雏菊奖”大学生艺术展演报名

工作在十月份如火如荼地展开。为了提升学生舞台

表演能力，增强学生专业素质，全面发展学生用舞

蹈弘扬社会主旋律、体现社会真善美的能力，我院

积极组织各届学生报名参加此次比赛。

此次参赛舞蹈种类极为丰富，有风格显著的民

族舞蹈，有以舞献党的当代红色主题舞蹈，也有双

人舞、独舞，形式多样。

时光不负有心人，学生们也在本次比赛中也获

得了不错的成绩。此次比赛既使学生们明确了学习

目标，也充分调动了学生们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通过此次舞蹈比赛，学生明白了“梅花香自苦寒来”

的道理，为了取得好成绩，课后他们自发组织排练，

动作上精益求精，从而养成了细心耐心、吃苦耐劳

的良好习惯，真可谓收益良多，而这也将给他们之

后的学习生活带来更多的好处。

有比赛就会有竞争，参加比赛培养竞争意识，

通过竞争找到差距，从而促进学习，这是比赛最重

要的意义之一。比赛结果固然重要，而更为重要的

是为了比赛一步一步的突破自己。舞者，在比赛中

成长，在比赛中认识自己，也在比赛中更加勇往直

前！

供稿/舞蹈教研室 郝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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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绳凝聚力，团结显风采
——我院女教职工拔河比赛荣获冠军

10 月 29 日下午，校工会女教职工拔河比赛在

科技大道火热进行，音乐学院分工会积极组织女教

工参加比赛。

预赛中对阵的是财经学院和思政部，由肖萍等

15 名女教工组成的队伍出场，首场 2:1 战胜财经学

院，第二场 2:0 战胜思政部，脱颖而出顺利进入了

决赛。

决赛于 11 月 2 日下午进行。参与角逐冠军的三

支队伍是音乐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和管理学院。音

乐学院首先对阵管理学院，经过艰苦紧张对垒取得

胜利，进入冠军争夺战，在最终战胜第一轮轮空、

以逸待劳的文化传媒学院队后获得比赛冠军。

在两场比赛中，学院党总支书记瞿守宇，副书

记、院分工会主席张勇亲临现场助阵指导，教师刘

凯君、宋皓泽，辅导员、教练李琪彬也前来为老师

们鼓劲加油。音乐学院学生会干部组成的啦啦队现

场助威，震耳欲聋的加油声鼓舞了队员们的士气。

拔河比赛使大家再次感受到团结的力量，合作

的力量，坚持的力量，尤其是在胜负难分的时刻，

所有队员都咬紧牙关，奋力拼搏，坚持到底。他们

顽强的毅力与拼搏的精神，让每一位在场的观众为

之感动。

本次比赛先后参加的老师们是：肖萍、乔原、

韩芳、王倩、王威洋、田慧、崔宁凝、史方圆、段

琼、王雪、李帅、郝丽娜、冯丹、樊越、栾彤衫、

程婕、窦鑫鑫等 17 人，她们为音乐学院争得荣誉，

院分工会特此提出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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