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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科 技 大 学 三 全 育 人 工 作

简 报
〔2021〕第 5 期

湖南科技大学学生工作部编 2021 年 11 月17日

【编者按】学校高度重视“三全育人”工作，以推进“三全

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建设为契机，积极推进落实课程育人、

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

人、服务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等“十大育人”任务，努力

构建健全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工作机制，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助力学生成长成才。现将近期“三全育人”工作推进情况编

发，供参阅。

一、课程育人：

近日，由教务处、人文学院承办的“湘江高端学术论坛”在

立德楼五楼报告厅举行，国家语委中国语言智能研究中心主任、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建设教授应邀作题为《新文科背景下

的课程建设》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副校长贺泽龙主持，教师和

研究生代表 200 余人与会。

2021 年 10月 18日,机电工程学院邀请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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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学院教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王东华副教授

做主题为未来大学教育趋势与机会的讲座。

马克思主义学院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

学改革，优化课程设置，充分发挥学院特色。学院管桂翠老师负

责的《脱贫攻坚精神融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课教学研究》，成功立项 2021 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研究专项；同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认定为 2021 年省级一流本科线上线下一流课程、

唐佳海老师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被认定为 2021 年省级一流本

科线下课程。

化学化工学院在 10 月 26 日召开实验室安全培训会，国资处

郑海祥副处长、湖南瀚洋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主管陈鑫宇先生、

湘潭经开区环境保护局王林科长与会发言。

为进一步强化学生对专业的认识，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近期

召开了以“光电专业的简要介绍”为主题的讲座，并举办了第二

届师范专业中学物理创新实验设计与自制教具竞赛，使学生对专

业知识了解更加深入。

9 月 27 日至 28 日，2021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

学比赛决赛在长沙理工大学举行，经过激烈角逐，外国语学院教

师唐清获得本科英语专业组决赛一等奖。



- 3 -

为指导学生合规规划大学生生活，近期，体育学院了邀请学

工处处长尹风雨老师和校团委书记马斌辉书记分别做主题为“如

何做一名优秀大学生”与“如何度过你的大学生活”的主题讲座。

二、科研育人：

我校机电工程学院、难加工材料高效精密加工湖南省重点实

验室博士生导师邓辉副教授课题组发表在机械制造领域 Top 期

刊《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上的论文

被工程领域国际知名科技媒体《工程进展》（Advances in

Engineering）遴选为关键科学论文（Key Scientific Article），

并以“Laser dressing of arc-shaped resin-bonded diamond

grinding wheels: 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non-contact

dressing technology”为题进行了重点报道。

近日，“徕卡杯”第十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在上海交

通大学举行。我校材料学院科学与工程学院吴香莲、宋辉煌、张

轶铭三位同学在徐红梅、王跃民等多位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过

复赛、决赛两个环节的比赛，荣获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 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我校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刘龙飞教授参与的项目“考虑非均匀结构效应的金属材料

剪切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个人排名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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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郑爱华博士申报《用红色基因涵养新时代大学文化精神

的实现路径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这是我

校深入推进“思政课程”连续第三年获得此项课题。另外，社科

处与期刊社在《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设置科研成果转化教学资

源研究专栏，共收集论文 49 篇，经查重、评审有 24 篇论文拟发

表。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高度重视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2

个学生科研项目入选湖南科技大学 2021 年“卓越学子计划”

（SETI）科技创新团队终审答辩名单，并下发相关竞赛通知。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为进一步活跃学术氛围，加强学术交

流，促进互联网科技人才培育，10 月 23 日上午，在逸夫楼 108

报告厅举办第十三期“微科讲坛”，涛思数据创始人陶建辉做主

题为“高效、开源的物联网大数据平台”的学术报告。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在 10 月 16 日邀请教育部“长江学者”，

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法学评论》主编秦前红教授为同学们开

展“监察法实施条例需要研究的若干问题”的专题讲座。10 月

30 日，由学院副院长邱帅萍主持的湖南省法学会宪法学研究年

会在立言楼模拟法庭召开，副校长廖湘岳、法管学院原院长徐德

纲和湖南省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欧爱民做了发言。

马克思主义学院在 10 月 19 日召开科研项目的交流大会，进

行科研项目经验交流，进一步提高学生整体科研水平与科研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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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积极培养选树一批科研育人示范项目、示范团队。同时，

学院实行导师制，学生积极参加导师主持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在 2021 年度学生发表论文 76 篇，其中 C 刊论文 8 篇。

化学化工学院近期开展高等教育检测数据填报的统计工作，

收集整理学生在 2020 学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并在 2021 年 10

月 18 日，邀请中山大学李攻科教授主题报告。

为培养学生科研兴趣，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外国语学院近期

举办了四场学术交流讲座，并认真组织完成 2021 年 SRIP 立项工

作，其中 SRIP“挑战杯”专项立项两项，重点项目立项两项，

一般项目立项四项。

10 月 9 日，由体育学院承办的“体育专家论坛”系列学术

讲座第四十六讲在立德楼五楼报告厅举行，天津体育学院副院长

张运亮教授应邀作题为《体育专业教师资格证面试说课实例分

析》的学术报告。报告分享了非常成功的实践案例，内容丰富、

观点新颖，对备考教师资格证学生极具启发，有很好的指导价值。

生命科学学院近期整理汇总了近五年内卓越学子计划，SRIP

及大学生创新创业相关比赛资料和获奖荣誉证书，并下发了“第

十四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大赛”的通知。

商学院于 10 月 20 日开展国家基金申报提升计划系列讲座

——青年教师谈国家青年基金申报经验，旨在传授经验，培养高

水平科研创新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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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近期组织了 2021 年高等教育数据填报活动和科创宣

讲活动，并积极筹备“创青春”创业大赛，各项竞赛活动有序开

展。

三、实践育人：

近日，教育部公布首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高

校名单，我校成功入选。

11 月 3 日上午，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周自

然一行来我校进行湘潭市 2021 年度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复评检

查，汇报会于立德楼 211 会议室召开。副校长廖湘岳出席会议并

致辞，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与会。会议由招生就业处处长蒋利平

主持。

机电工程学院于10月23日与富士康科技集团iDPBG事业群

（苹果手机智造）嘉宾开展交流合作，就毕业生招聘，学生科技

创新项目合作进行座谈。同时，还组织学生前往湘潭市雨湖区先

锋街道敬老院开展志愿活动。

土木工程学院青年志愿团在10月30受邀参加雨湖社区承办

的老年人防诈骗公益培训活动，为提高雨湖区群众防范电信诈骗

的意识，有效预防和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活动，切实维护辖区群众

根本利益贡献力量。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李云霖教授主持、法管学院立法团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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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起草的《湘潭居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办法（草案）》，在湘

潭市政府第 117 次常务会议上获原则通过。

马克思主义学院近期大力整合各类实践资源，组织 2018 级

毕业生前往湘潭县五中、湘潭市二中和浏阳市新翰高级中学三个

实习基地展开教学实习。同时还招募学生开展回收军训服活动和

响水乡中心小学支教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为进一步拓宽学生国际视野，外国语学院近期选拔出 20 名

同学作为志愿者参加第二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志愿服务工

作，并选派学生参加东盟青年精英交流节，为交流活动取得圆满

成功贡献力量。

10 月 24 日，体育学院组织学生党员来到湘潭市雨湖区先

锋养老院，开展主题为“学习党史践初心，敬老爱老暖人心”志

愿服务活动，通过类似活动培育同学们的孝心和爱心，弘扬“爱

老、敬老、助老”的优良传统，营造有孝道、重敬老的浓厚校园

氛围。

生命科学学院近期开展了绿色回收活动，下到各年级宿舍去

进行绿色回收，增强了学生的环保意识，同时还组织了献血站值

班活动，为无偿献血者提供相应力所能及的帮助。

2021 年 10 月 28 日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开展了众创空间工

作室入驻的申请评定工作，并邀请学校有丰富创新创业经验的专

家参加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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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近期开展爱心导诊志愿服务和泗洲庵社区帮扶活动，

致力于学生走出校园服务社会，进一步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

四、文化育人：

10 月 20 日下午，我校与湖南省演艺集团校企合作协议签约

仪式在立德楼 601 会议室举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

任肖凌之，我校党委书记唐亚阳、副校长廖湘岳出席，仪式由廖

湘岳主持，湖南省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友云，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胡俊及相关负责人，湘潭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罗玲玲，

我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与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21 级思想政治教育 1 班近期召开“新起点，

新征程”主题班会，班主任唐亚阳老师出席会议并对同学提出期

望。为弘扬和传播优秀文化，丰富学院师生文化生活，学院还组

织开展新生才艺赛和校歌合唱活动。

为推动校园文化发展，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10

月 16 日、17 日，由学生工作处主办、学生社团联合会承办的社

团迎新活动顺利举行。校党委书记唐亚阳、副校长廖湘岳出席，

学工处部部长尹风雨、副部长颜柯参加。

10 月 16 日，湖南科技大学 2021 年高等教育湖湘论坛在教

育学院 308 学术报告厅举行。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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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曾伟编审，全国教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扬州大

学教育科学学院原院长、博士生导师陈秋苹教授，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建华教授，我校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

彭拥军教授等应邀作报告。校纪委书记郭时印教授出席。多所高

校的教师和学生代表 80 余人参加此次论坛。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于 10 月 26 号开展 2021 年院新生篮球

赛，大力推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方面综合素质均衡发展。

11 月 6 日上午，湖南省研究生创新论坛“新时代人文学术

创新与文化传承”分论坛开幕式在我校立德楼 A 附楼五楼报告

厅举行。副校长施式亮出席，研究生院和人文学院负责人、各学

院分管研究生工作负责人、师生代表与会。开幕式由人文学院副

院长袁星洁主持。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季水河在会上作

主题报告。

10 月 26 日下午，为深入挖掘和充分发挥榜样作用，计算机

科学与工程学院遴选2个优秀团队和2名优秀学生面向新生开展

“芙蓉学子·榜样力量”优秀学生（团队）报告会。

土木工程学院为引领当代大学生树立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

积极践行“大国工匠”的精神，在 10 月 13 日组织开展“奋进百

年路 匠心创未来”主题征文赛评审会。同时，为帮助学生全面

发展，明确学习方向，邀请了全国模范教师钟新谷教授为同学们

答疑解惑，还开展了新生才艺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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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党史学习实效，传承好红色基因，物理与电子科学学

院面向全体 21 级同学举办了以“礼赞百年，一展芳华”的新生

演讲赛。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积极开展“芙蓉学子·榜样力量”宣讲

会，为 21 级同学指明大学奋斗方向。

化学化工学院21级工艺卓越班在2021年10月21日召开“请

党放心，强国有我”主题班会，该班班主任王卫军副校长与会发

言。同时，为丰富学生生活，学院还举办了新生特长大赛，并组

织开展芙蓉学子宣讲会、校歌视频评选活动及摄影展活动。

为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外国语学院近期组织了优秀学子交

流会和芙蓉学子宣讲会，还举办了日语配音比赛、campus life

英语角及新生辩论赛等活动，进一步丰富学生课余生活。

教育学院近期组织了第十四届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和首届“躬

行杯”中华经典传诵大赛，进一步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营造浓

厚的书香校园氛围。

商学院于积极开展新生写作、演讲、迎新晚会、社团招新等

活动，提升学生素质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做好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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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网络育人：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开展了 2021-2022 学年大学生青年马

克思主义骨干网络在线教育培训，同时加强了学院公众号网络管

理人员的培训力度。

近期，外国语学院积极搭建网络育人平台，成立了网络技术

部，并举行了新生网络安全与网络舆论主题教育，还举办了摄影

技巧主题教学和 PPT 专题培训等活动。

马克思主义学院依托于团委学生会网络宣传部，建立了专门

的网络管理人员小组并由相关专业老师进行指导和培训，优化了

学院公众号以及其他新媒体平台的建立建设，定期更新内容。

商学院近期开展团统工作和智慧团建工作，有效地了解学生

个人信息和团员信息，便于后续管理和组织工作的开展。同时，

积极参与秋季运动会宣传工作，开展秋季运动会宣传海报、传板、

英雄榜、横幅设计等宣传活动。

六、心理育人：

10 月 17 日，我校在教育学院 308 学术报告厅举行新时代青

少年心理发展与心理健康教育论坛。副校长王卫军出席，多所高

校的教师和学生代表 100 余人参加此次论坛。论坛由研究生院院

长李海萍教授主持。

学校近期在立德楼 A 附楼五楼报告厅开展了 2021 级新生班

主任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培训，邀请了心理学教授黎志华老师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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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副校长廖湘岳出席本次会议，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全体新生班

主任与会。此外，由教育部组织的“2021 全国学生心理健康状

态调研”正式启动，我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刘云峰受湖南省

教育厅委派担任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调研组组长，率领团队成员

赴湘潭市雨湖区风车坪建元学校、金庭宝庆路学校、和平街道九

华第一中学和湘潭市第一中学等中小学完成了 600 多名中小学

生心理健康抽样测评，还完成了 2021 级新生心理委员心理健康

知识技能培训。

10 月 19 日，湖南科技大学 2021-2022 第一学期第 2 次全体

心理专干工作会议暨案例研讨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北校团辅室

举行。学工处副处长罗登辉、教育学院副院长陈京军教授、注册

心理师张珊明副教授出席会议，我校各学院心理专干教师及心理

健康教育中心专职教师参加会议。为积极推进心理育人，和教育

学院心理学共建共享师资，落实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研究的合作与

推进，我校学工处特设心理科研岗，并聘请教育学院心理系教师

担任兼职心理咨询师。

机电工程学院积极组织新生班主任、新生心理委员进行心理

健康知识培训，对新生和毕业生班级进行全面心理普查，在 10

月份成功处理学生突发事件 7 起,危机干预 1 起，严把学生工作

红线和底线。

马克思主义学院设置了专门的心理成长辅导室，近期将投入

使用，每月更新心理宣传海报，并于 10 月 22 日举行心理委员会

议，对心理干部队伍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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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 21 级新生能够更快地融入到班集体中，化学化工学院

积极组织团体辅导活动，安排新生参观北校心理健康中心。同时，

还及时选出新心理干部进行培训，并组织观看中国首部全方位抑

郁解读系列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提高了同学们对

于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的认知。

商学院近期开展了新生心理普查工作，并组织其他年级新生

填心理问卷，还在线开展了研究生心理普查，及时了解学生的心

理状况。

七、管理育人：

11 月 8 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

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

全会作工作报告，并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学校组织师生们

观看会议并进行热烈讨论。

土木工程学院 21 级土木四班 10 月 10 日召开“致敬成长 启

航梦想”主题班会，班主任朱川曲校长与会并为班级同学指明大

学学习方向。同时，还在线上召开“暑假生活五加一”汇报大赛

决赛，让新生对大学生活有更深的认识。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于 11 月 2 日开展学院干部培训，进一

步提高了学生干部素质。

机电工程学院在本学期通过早签、查课等三大日常检查评比

提升学院学风，持续做好考研、四级培训工作，在 10 月份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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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共计 4 场。

化学化工学院近期组织开展 2021 年度基层团组织数据采集

系统更新工作，完善学院团员信息数据，规范团员档案管理，并

开展青年大学习积分评比活动。

为进一步了解学生考研就业情况，商学院近期开展考研学生

统计工作和就业需求分析调查工作，对毕业生就业情况的高度关

注并积极帮扶。同时，强化学生队伍管理，开展了新生干事培训、

年度评奖评优工作，并针对宿舍违规电器，车辆停放与宠物饲养

等进行了严格治理，保障学生宿舍的安全性与文明性，加强学生

的安全意识与隐患意识。

八、服务育人：

为加强校企合作，促进产教融合，10 月 16 日上午，由我校

和湖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联合主办，湖南省专精特新企业管理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湖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走进湖南科

技大学学习活动开幕仪式在立德楼 A 附楼五楼报告厅顺利举办。

我校党委书记唐亚阳、校长朱川曲、副校长王卫军出席，湖南省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张雪、党委副书记晏强，我校相关职

能部门负责人与会。

10 月 23 日，我校 2021 年秋季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在月湖广

场举行。校长朱川曲、副校长廖湘岳深入招聘现场与多家企业负

责人交流，询问人才招聘情况。湖南省教育厅学生处处长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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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大中专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钟秋明、一级调研员

李昌维，湘潭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智，湘潭市人力资源

与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马立雄等来校指导。

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发布 2020 年审核增列的博士、

硕士学位授权点名单（学位〔2021〕14 号）。我校获批增列化

学、土木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 3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另

外，新增的还有汉语国际教育、公共管理硕士等 2 个硕士专业学

位授权点。

机电工程学院积极推进学生就业工作，截止目前共计与 300

余家企业对接，指导未就业学生简历制作，毕业生党员带头签约，

目前学院就业率达到 46%。

为帮助学生树立节约意识，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于 10 月 15

日开展了高校联盟军训服回收活动，将回收军训服用到需要的地

方。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为帮助学生做好就业，截止目前，共

接待 116 家企业，根据企业的招聘需求，有针对性的帮助学生修

改简历投递，现共计帮助 73 名同学找到工作并签约。

10 月 26 日晚，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主要领导干部及学工办

老师为肖盼购置了电子琴、电动轮椅，并第一时间亲自送到其手

中，并班委同学轮流陪护她上下课，保证路途安全。

马克思主义学院于10月23日在月湖广场举办秋季毕业生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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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见面会有关事宜，帮助毕业生和企业的对接，积极筹措进行大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帮助广大学生进行未来职业规划的设

计。

为弘扬文明奉献的人文精神，化学化工学院组织开展，医院

“爱心导诊”志愿活动和下寝收瓶子的志愿活动，让他们通过活

动增长才干，增强沟通能力。

生命科学学院近期对 2022 届毕业生低收入家庭及考研教室

进行摸底调查，加强对 2022 届毕业生招聘信息的推送与记录，

帮助毕业生积极落实工作，同时还对 17 级毕业生未转出的情况

进行统计及缺少的团员档案进行补办。

为帮助新生尽快熟悉校园环境，快速进入角色，教育学院组

织开展了“助我成长”系列讲座，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商学院开展第一次干事考核工作，进行了百优寝室违纪与优

秀情况核实工作，积极建设与维护良好校纪校风的同时，提高学

院组织间的凝聚力。同时，还接待了来自邵阳学院法商学院院长

杨旭东一行，并与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分享，推动了商学院后

期教育的发展与提升进程。

九、资助育人：

近期，学工处资助办有条不紊的推进 2021 年国家奖学金评

审工作，完成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审定工作，在 10 月

28-29 日湖南省国奖现场评审会上，我校评审材料错误率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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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按时完成报送 2021 年度服兵役普通高校学生国家教育

资助申报材料的工作，以及 2021 级新生军训服、卧具补助、第

26 年御寒棉衣补助发放等工作。

机电工程学院持续做好贫困生认定、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国

家助学金的评定评审工作，对评定程序进行严格把关，做到公平、

公正、公开。

土木工程学院在近期开展了 2021-2022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认定工作，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以及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评选

工作，规范评选程序，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为真正家庭经济

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

马克思主义学院积极做好学生的资助工作，建立国家资助、

学校奖助、社会捐助、学生自助“四位一体”的发展型资助体系。

于 10 月尾完成国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贫困生的认定

等工作。

化学化工学院根据学校安排，认真推进本年度贫困生资助工

作，共认定 2021-2022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618 名，做好国家

励志奖学金评审工作。

商学院近期结合学院实际，积极做好国家奖学金评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以及家助学金评审等工作，对学生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家庭具体情况的进行了全面摸底，以便后续相关资助工作

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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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组织育人：

10 月 29 日上午，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李志超一行莅临计算

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考察与指导，参观了学院“三全育人”成果展

和省级众创空间“微科创新创业基地”，并肯定学院“三全育人”

成绩。同时，学院 19 级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学生傅嘉还

获评首届“新时代湘潭向上向善好青年”勤学上进奖。

体育学院近期面向学院全体新生举办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大赛，帮助同学们科学合理规划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

机电工程学院持续开展党员“一帮一”、“我为师生办实事”

活动，毕业生党员带头签约就业单位，每周做好低年级学生英语

四级帮扶工作。

为进一步规范团员管理工作，外国语学院近期开展 21 级新

生补办遗失团员档案工作，及时更新团员信息，组织学生参加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骨干网络培训班，规范团组织生活。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近期全面启动 2022 届的就业工作，接

待了华阳国际长沙、广州分公司和基准方中长沙公司的到校招

聘，并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宣讲会，跟踪学生的面试情况。

为提升学生就业能力，商学院开展了就业力提升工程工

作，并在月湖广场和第三教学楼开展秋季大型招聘会工作，使

得在校毕业生能更加便捷地享受于工作单位对接实习地机和

权力，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与前途规划。同时，还积极进行毕业

生就业的回访和服务工作，并组织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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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工作，遴选就业创业工作典型案例进行分享，为后期大学生

稳定就业工作做好准备，提升服务水平。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