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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学院关于开展学风建设“创优工程”

评比活动的实施方案

根据学校学工部《关于开展学风建设“创优工程”评比活

动的通知》精神，结合培育“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凝聚

华师精神的优良学风的要求和我院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活动方

案：

一、活动目的

为紧随学校培育具有“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凝聚华

师精神的优良学风，华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响应学校的号

召，设计出一系列有助于营造良好班风学风的活动项目，来促

进学生追求卓越、自主发展，将学生培养成为专业知识扎实、

学习素养深厚、创新创业能力突出的适应时代发展的高素质人

才。

二、活动实施时间

2016 年 5 月-2017 年 5月

三、活动对象

职业教育学院全体在校学生

四、活动内容

▲学风建设之年级层面

（一）职业教育学院第二届课前演讲之星大赛

1、活动主题

在整个活动中，学生主要围绕“四进四信”、“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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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三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题进行演讲。主

要面向 2015 级学生，要求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和党的先

进思想，将自己在校园内外中受到的教育、得到的启示和获得

的成长和他人分享。让同学们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

青春引领中国梦。

2、活动目的和意义

为了提高职业教育学院广大学生的演讲能力、培养学生的

师范技能、提升他们的修养和综合素质、引导他们争做符合时

代先锋的新青年。举办课前演讲大赛能够为同学们提供这样的

一个舞台，一个让我们既是演讲者又是教学者的舞台。通过以

赛促练，提高我院师范生技能创新和实践能力，进一步做好师

范生技能培养工作。同时，也为演讲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自

我、交流学习舞台。

3、活动过程（包括前中后期、活动形式等）

①活动以各支部课前演讲比赛的形式进行，每周由 8名大众评

委评分选出每周“课前演讲之星”；

②在第一学期，在每个班级上选出每周课前演讲之星。在期末

的时候汇总课前演讲之星的名单，并于第二学期开学初进行

2015 级教育学（网络工程）每周课前演讲之星和 2015 级教育

学（电子商务）每周课前演讲之星的名单公示。

③每周“课前演讲之星”可直接参与课前演讲大赛第二学期初

赛，经嘉宾评委和大众评委层层筛选，选出十名优秀参赛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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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第二学期的决赛。

④课前演讲大赛的分为初赛和总决赛，初赛的选手进行自命主

题（主题无明确要求，积极向上即可）的演讲后选出前 10 名

优秀选手进入总决赛。

⑤进入决赛的选手经过命题演讲和即时演讲两个环节后，评出

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⑥总决赛活动中，邀请上一届课前演讲大赛的冠军给现场的选

手和观众分享他的演讲技巧和心得。

4、预期成果

①此次活动能促进各基层支部与学院团委之间的交流，着眼于

提升活动的生动性和实效性。

②充分借助和运用新媒体开展活动，提高学院学生语言表达能

力和政治素养，利于学院广大师生更好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③能在校园中扩大学习践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的影

响力和正效应。

④此次活动前期主要在班级上进行，有利于新生熟悉自己的班

级体，易于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和各大重要讲话的传

播与学习，促进新生快速融入新集体，凝聚班级体的力量和精

神。

⑤通过此次活动，便于培养学生的个人魅力，增强人际交往能

力，锻炼胆识。让学生在今后的大学生活中更显从容。也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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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繁忙的学习之余，可以放松一下。

⑥同学们在演讲比赛中得到了较好的锻炼和考验，演讲比赛是

对综合素质和能力的集中煅炼和考验，这种煅炼和考验是真实

的、多方面的，如：材料写作能力、认识分析问题能力、演讲

艺术、表达能力、个人胆识、普通话水平等等。

▲学风建设之学院层面

(一)“为了明天”师范生课堂教学优秀奖评奖活动

1、活动主题

为了明天更好的老师

2、活动目的意义

为给我院学生提供一个秀出自我风采的舞台，通过这个舞台使我

院学生的教学能力、创新能力得到锻炼，自身素质得到提高，以便学

生毕业之时有更好的能力找到更好的工作，也为社会储备优秀的骨干

师资。

3、活动过程

前期工作：（1）组建策划小组；

（2）询问老师意见，确定活动方案；

（3）网上宣传、走访宿舍宣传；

（4）征集作品。

中期工作：（1）选手通知到位；

（2）邀请评委老师；

（3）评比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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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工作：（1）公布比赛结果；

（2）安排专业老师对入选选手进行指导；

（3）策划组进行反思总结。

4、预期成果

本次活动能够锻炼同学们的勇气、提高同学们的表达能力、应变

能力、演讲能力、细节意识、普通话能力，并磨砺了品格、增强了自

信，为今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通过“为了明天”师范生课堂教

学优秀奖评奖活动这一活动载体，为我院学生提供一个展现自我的舞

台，本次大赛将会增加大家对作为一名教师应具备哪方面技能和素质

的认识，促进教育理念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为大家在以后学习和各方

面能力的培养上提供一个参考的方向，给我院以后在师范生综合技能

人才的选拔上提供一个参考标准，同时为我院做了一次很好的正面宣

传。

（二）多媒体课件制作大赛

1、活动主题

多姿课件，你来定

2、活动的目的和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已不能满足广大学生

的需要，因此我们需要掌握多媒体课件的制作来增强课堂的生动和趣

味性，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提升师范生教育教学技能和创新能

力，彰显教师教育特色。通过举办本次活动让学生进行实践演练，提

高学生的教育能力，加强科学素养及专业技能。为学校举办的品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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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师范生技能大赛做准备。

3、活动过程

（一）前期：

①成立活动策划小组，撰写活动策划书；

②制作宣传单，通过扫楼、微信推送、学委通知等形式向同学们

宣传本次活动，鼓励同学积极参与；

③收集选手信息、作品，邀请教师、学生评委，准备主持稿等；

④布置会场；

中期：

学院初选

①选手进行 5min课件展示，由评委进行评分；

②赛后统分，选出 10名优秀选手进入决赛；

学院复选

①组织学生观赛；

②选手进行 5min课件展示+8min评委提问；

③评委当场宣布比赛结果并颁奖；

④合影留念；

后期：

①通过多渠道将比赛结果公布；

②撰写通讯稿，策划小组成员做好赛后总结；

③整理活动文件，打包存档

4、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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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主要面向 2014、2015级学生，学生都参加了大一

一年的课前演讲活动，对讲台有一定的熟悉感，特别是 2014级同学

经历了大二的学习生涯，在经过活动的宣传之后，学生对于活动整体

有了一定把握。因此，此次活动能吸引较多的同学参与其中，同时通

过一轮筛选后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作品将更能吸引在场师生眼球。既增

加了活动效果，提升活动质量，适当的作品数量不至于审美疲劳。进

入决赛的作品有较强的代表性，是学院学生学习的榜样和要超越的目

标，通过此次活动的举办，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形成良好的学

习风气，加强学院各班级之间、师生之间的联系。

另外，策划小组成员大多由大一新生担任，整个活动的策划、

实施，到最后的评价的漫长过程，是对他们的一大考验。是策划小组

挑战自我的机会，让在活动过程中慢慢成长，积攒工作经验。

（三）职业教育学院第二届“职辩星”辩论赛

1、活动主题

职教智辩，你我同行

2、活动的目的和意义

为了使同学们更好地融入大学生活，在活动中提高自信，培养创

新和团队精神，提高同学们的思辩能力、口语表达能力以及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丰富课余知识，锻炼思维表达，职业教育学院学生会举

办了华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首届“职辩星”辩论赛，借以选择出

职教院中口才出众的学生，从而达到发掘和培养学院专业的辩论团队

的目的，并为明年校辩论赛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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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动过程

前期：

①成立活动策划小组，撰写活动策划书；

②制作宣传单，通过扫楼、微信推送、学委通知等形式向同学们

宣传本次活动，鼓励同学积极参与；

③收集选手信息、作品，邀请教师、学生评委，准备主持稿等；

④布置会场；

中期：

第一阶段（初赛）：

辩题：待定

初赛。大一、大二、大三 6个专业各派出一支由 6人组成的辩论

队，三个年级各进行一场比赛，决出优胜者，胜出的三支队伍进入决

赛。

第二阶段（决赛）

辩题：待定

决赛。三支队伍进行角逐，并在参赛选手中选出“最佳辩手”。

备注：决赛辩手应按要求着正装出席。

后期：

①通过多渠道将比赛结果公布；

②撰写通讯稿，策划小组成员做好赛后总结；

③整理活动文件，打包存档

4、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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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辩论赛有利于参赛选手能力的提高：辩论赛是对辩论者能力和

水平的全方位考察。

②提升学生整体辨别能力的增强和校园文化水平。沿袭首届“职

辩星”辩论赛的特色，以职业教育为主题对辩题进行选择，贴近同学

们的生活，现实性强，使同学们有话想说、有话要说、有话可说。全

面深入地分析问题，给全体同学展现事物的两方面，而听众则在思想

的冲突中展开激烈的思考，最终明白问题的实质，学会了分析问题，

提高了辨别能力，为后面的有效行动奠定了基础。

③增强班级凝聚力，优秀的团体离不开班级的支持，班级同学在

协助查找资料时促进了同学之间的交流。

④在辩论赛中，辩手与辩手之间、观众与辩手之间、观众与观众

之间、评委与辩手之间，大家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四）职业教育学院委员会素质拓展认证机构

1、活动主题

竭力保证学生加分的公平、公正、公开；引导学院学生全方位发

展。

2、活动目的意义

华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素质拓展认证机构是由共青团华南

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委员会组织部成员组成的“学生加分认定”机

构，素拓机构以职教院全体学生为服务对象，进行职教院团委、学生

会、班级内部举办活动的资料收集和过程督促，引导学生合理参与加

分认定，促进学生活动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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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动过程

①接收活动举办前的策划书及加分申请表；

②接收活动结束后 7 个工作日内上交的认证资料（周六日,节假日除

外）（认证资料需纸质版和电子版）；

③若资料无误，认证工作完成，将资料整理保存。

④若资料有误，5 处以上错误（包括 5 处）则退回资料且需 3 个

工作日内重新上交认证资料，并带上返还的那份资料；5 处错误以内，

相关工作人员到素拓机构进行修改。再次核对无误，认证工作完成。

⑤对认证组认证无误的每月加分项将在下个月的前 5 个工作日内在

微信公众号以及职教群进行公示，并发邮件和短信告知学院辅导员、

副院长、院长以及书记。公示期（7 天）过后如无异议则把相关材料

归档。

4、预期成果

①对学生的加分进行规范处理，在学年评优等工作时省去审核申报同

学加分材料的繁杂程序，同时增加各类评优工作的公正透明性；

②通过对各项学生活动的加分认证，在学院形成全方位发展的风气，

鼓励学生多参加各类学生活动。

（五）职业教育学院学生会首届三笔字比赛

1、活动主题

静默挥毫 妙笔生花

2、活动目的

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是教师必备的职业基本功。为提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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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写能力，展示学生风采，倡导职教院全体同学多练字，增强练好

字的意识，丰富大学生的课外生活。通过比赛，我院学生可以锻炼自

身素质，培养师资技能，为将来从事教师职业奠定良好基础。

3、活动流程

活动分为初赛和决赛两场。

①初赛说明:

参赛选手班向所属级的宣传委员报名，初赛自备作品材料，完成后将

作品上交（谨记在作品上署名，并写上班级学号）。

参赛者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硬笔、毛笔书法作品各一份。

评分后得分前 12位选手进入决赛。

②决赛说明：

前期工作

讨论并完成策划工作；

进行活动宣传，通知各班宣传委员有关三笔字大赛相关内容，组织参

赛同学填写报名表并按时提交作品参加初赛；

初赛审核评分，确定晋级决赛人选；

申请借用、购买物资；

申请借用场地，安排比赛地点，邀请评委。

当天流程

打扫、布置比赛会场，准备并检查可提供的比赛用具（包括硬笔及毛

笔用纸、墨水、小黑板和粉笔）

在赛场门口安排参赛选手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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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赛流程

1）参赛选手按自己的编号坐下。

2）活动开场介绍，介绍评委，讲解比赛规则。

3）比赛开始，分三场进行

第一场：粉笔字

第二场：硬笔字

第三场：毛笔字

除粉笔字外其余内容自选。

③比赛中由记者团成员负责拍照，每场比赛后由工作人员将作品收齐

送至评委评分。

④通知所有入围同学等候结果和点评。

⑤公布比赛结果并聆听评委意见及点评。

4、预计成果

①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及迅速发展，人们的书写水平越来越低，

借助本次活动能让人们重新体会到书写汉字的乐趣，进而逐步提高学

生们的书写水平。

②职业教育学院的学生都是师范生，写好三笔字是国家教育部对师范

生提出的素质要求。希望能通过此次三笔字活动，能够让师范生更加

注重自己的书写，增强学生们的书写意识，锻炼自身素质，倡导职业

教育学院全体学生在平时学习和生活中培养师资技能，通过此次大赛

为他们今后的求职道路打下一定基础，为将来从事教育行业奠定基础。

五、活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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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学院举行这一系列的学风建设活动，充分调动同学

们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出一批具有“勤奋、严谨、求实、创新”

华师精神的学生，不断提高我院学生的全面素质，促进职业教

育学院的长足发展。

职业教育学院

二○一六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