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郎朗 冤2012 年 6 月 8
日袁我校校长潘飞南尧
实验实训中心主任张
召强等出席龙岩龙州
工业园区文化创意产
业项目对接会袁 受到
举办 方 的隆 重 欢 迎 遥
此次项目对接会得到
了龙岩市委尧 市政府
及工业区管委会的高
度重视袁 相关领导出
席仪式遥

对接会上袁我校与
福建方圆智科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合
作创办龙岩动漫研究
所的协议遥 根据协议袁
龙岩动漫研究所首期
接受投资 500 万元袁主
要致力于拉动龙岩动
漫产业的发展及打造
闽西动漫人才培养基地遥 与我
校合作的福建方圆智科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5
月袁注册资金 3000 万元袁是一
家以高科技为核心袁 专业从事
软件开发尧 电子产品及工业自
动化系统的研发尧 生产为一体

的智能系统集成的高科技企
业袁国家一级安防企业尧重点软
件企业袁 其产品和商标 2011 年
被评为福建省名牌产品和知名
商标遥

对接会上袁来自中国动漫集
团的专家代表 尧 招商银行代
表分别作 野文化创意产业现

状与发展 冶 的专题讲座和金
融政策推介曰 省内外的十余
家数码 尧 动漫企业还现场展
示 了 视 频 监 控 综 合 系 统 尧 智
慧城市展示系统 尧 二维动画
设 计 系 统 等 近 二 十 种 产 品 袁
受到普遍欢迎遥

此次由我校与福建方圆智

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
龙岩动漫研究所袁对龙岩的动漫
产业有很大影响袁对我校的动漫
实力是一个肯定袁为我校学生提
供了更多更好的实习和就业机
会袁我校的校企合作又上一个新
台阶遥

校企合作又上新台阶
潘飞南校长出席龙岩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对接会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曾珊冤9 月
25 日下午袁 我校现场考察评估
誓师会在教学楼 F201 会议室隆
重召开袁我校理事会副理事长刘
金桂尧校长潘飞南尧党委副书记
施水成和副校长林茂溪出席会
议袁全体教职员工参会袁大会由
潘飞南校长主持遥

会上袁潘飞南校长下达了现
场考察评估工作任务袁围绕产权
问题尧现场考察尧深入访谈尧办学
特色四个工作重点袁确定评估考
察各阶段工作安排袁明确冲刺阶
段各部门的具体工作内容遥潘校

长最后指出袁评建关系到学校的
生存和发展袁 是全校性工作袁希
望全校师生都行动起来袁人人动
手袁共同关心尧共同参与尧共同完
成评估工作遥

随后袁 各系部负责人相继
上台誓师袁 他们首先阐述了在
今年三月预评估后所做的工
作袁 同时提出了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及解决办法袁 最后明确了
今后努力的方向遥 他们的发言
既有深入的理性思考袁 又紧密
结合各系部工作实际曰 既剖析
了存在的问题袁 又提出了相应

的对策遥
这 次会 议

激发了广大教
职工的斗志袁进
一步坚定了信
心袁纷纷表示将
团结一心袁全力
以赴袁力争在评
估中取得优异
的成绩袁实现预
期的工作目标浴

我校召开现场
考察评估誓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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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江绍煊冤
2012 年 5 月 15 日下午袁一场题
为 叶现代高职教育及其人才培
养曳的讲座在 F201 举行遥主讲人
校长潘飞南教授与全体教职工
就现代高职教育定义尧对现代高
职教育的认识尧高职教育人才培
养模式尧如何进行高职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制订等进行了探讨遥

潘校长分析了制订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的重要性袁 讲解制
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则及
制渊修冤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
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袁 还就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主要内容与
编制说明进行指导遥

潘校长指出袁 制订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袁应以邓小平理论尧
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和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袁 主动面向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建设袁 积极为地方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生
产尧建设尧服务尧管理第一线的高

端技能型专门人才遥应体现我校
野立德树人尧协动产业冶的办学理
念袁野爱校如家尧育生如子冶的教
育理念和野德才兼备尧学做一体冶
的校训袁体现高职教育的发展方
向尧 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标准遥
应激发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
主观能动性袁 以专业建设为基
础袁加强教育教学质量监控遥 应
从终身教育尧素质教育尧人人成
才的观念出发袁力求学生个体的
野最大增值冶袁努力培养受市场欢
迎的高职人才遥

最后袁 潘校长就我校制订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袁 建议遵循
以下原则院一是市场需求尧就业
导向原则袁二是特色立校尧适应
地方原则袁三是校企合作尧贯穿
全程原则袁四是因材施教尧人人
成才原则袁五是学做一体尧协动
产业原则袁六是技能实用尧灵活
开放原则袁七是强化管理尧质量
监控原则遥

我校内涵建设研讨系列活动拉开序幕
校长潘飞南教授专题讲座

探讨现代高职教育及其人才培养

本报讯渊通讯员 江绍煊冤应
我校邀请袁5 月 18 日上午袁黎明
职业大学教务处处长余大杭来
校作 叶高职院校实践教学体系
建设的若干思考曳专题讲座袁全
校教职工聆听了讲座遥 讲座由
校长潘飞南教授主持遥

讲座中袁 余处长列举大量
实例袁 剖析高职院校在实践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尧 提出建设的
基本原则尧对策与建议等遥 他强
调袁 应对教师的要求要从 野双

师冶逐渐转化为野双教冶袁加强师
资队伍建设袁提高教学质量遥 另
外袁 要不断强化实训教学内容
的野实用性冶袁并积极开展以职
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专业建设
活动袁构建起基本能力尧专业能
力尧综合运用能力三大体系遥

潘校长表示袁 余处长的讲
座袁精辟且有指导性袁全体教职
员工应该及时转变思想认识袁
共同推进教学体系改革袁 提高
实践教学质量遥

探讨高职院校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江绍煊冤5
月 29 日下午袁我校台籍刘火盛
教授在校内作 叶台湾高等技职
院校教育政策与发展概况曳专
题报告袁 校长潘飞南教授出席
并主持会议袁 校领导及全体教
职员工参会遥

刘教授的报告由野台湾高
等技职教育近年来的发展三
个面向冶尧野科技大学的特色发
展策略冶尧野台湾地区科技大学

教学卓越的推动与实践冶三部
分组成遥 报告向听众们介绍了
台湾地区高职院校的发展沿
革遥 刘教授指出袁高职教育与
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是分不
开的袁 作为高职院校的教职
工袁更应该重视高职教育遥 在
两个小时的演讲中袁刘教授针
对办学政策与发展方向尧专业
建设尧开展产学合作等方面提
出多个建议遥

台湾高等技职院校教育政策与发展概况

本报讯渊通讯员 江绍煊冤 6
月 5 日下午袁 副校长张念在校
内作 叶项目教学法在我院教学
中的应用曳专题报告袁校长潘飞
南教授出席并主持会议袁 校领
导及全体教职员工参会遥

张副校长的报告首先从当
代大学生角度阐述了改革教学
内容尧改变教学方法的必要性遥
接着袁 张副校长分别围绕项目
教学法的概述尧 我校的专业特
点尧实施项目教学的难点尧项目
教学的设想及 NYP 渊新加坡南
洋理工学院冤 教学理念借鉴等
方面袁进行了深入的讲解袁提出
了具体的措施遥

他提出袁 当前我校教学改
革必须实现野三个转变冶袁即以
教师为中心转变以学生为中

心袁 以课本为中心转变为以项
目为中心袁 以课堂为中心转变
为以实际经验为中心遥 只有真
正落实到教学中袁 才能有效提
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袁 使学
生掌握过硬技能遥

最后袁 张副校长与全校教
职工分享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学
院的经验遥 新加坡南洋理工学
院在办学理念尧师资情况尧课程
开发尧 设置等方面都与我校相
似袁 我们应当吸取对方的优秀
经验袁 教师要努力提升专业技
能袁深入了解本行业尧相关企业
的发展状况袁做到与时俱进袁改
造课程内容袁进一步了解尧激励
学生并结合项目教学法袁 增强
责任感和使命感袁 努力提高教
学质量遥

项目教学法在我院教学中的应用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郎朗冤6 月
15 日上午袁中国动漫集团厦门基
地在软件园二期举办开业庆典袁
我校潘飞南校长和实验实训中
心张召强主任应邀出席遥 开业庆
典上袁我校正式与基地签定校企

合作协议袁潘飞南校长出席签字
仪式遥

据悉袁中国动漫集团厦门基
地是中国动漫集团在北京以外
设立的第一个基地袁此次开业庆
典受到了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

持袁也受到了各界的关注遥 在本
次庆典上袁 文化部副部长励小
捷袁省委常委尧市委书记于伟国袁
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刘玉珠袁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巡视员
栾国志袁 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尧厅

长陈秋平袁市委常委尧宣传部部
长叶重耕等出席典礼遥 副市长黄
强代表市委市政府致辞遥

中国动漫集团是中宣部尧财
政部尧文化部批准设立的唯一国
家级国有文化企业集团袁也是文
化部重点支持的国有动漫骨干
企业袁 于 2010 年与我市相关部
门签订合作协议袁并进驻厦门软
件园二期遥

我校实训中心在中国动漫
集团厦门基地成立之初就与之
展开了密切合作袁双方在学生实
训尧教师进修及学生就业等方面
开展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合作袁同
时我校实训中心还积极引进该
基地真实项目用于学生实训与
教师进修遥 目前我校还有 20 多
名学生及多名教师在基地参与
动漫项目制作和实训遥 今后我校
实训中心将在目前的基础上与
中国动漫集团厦门基地展开更
深层次的合作袁借助该基地丰富
的动漫项目与技术实力来提高
我校的实训水平遥

潘飞南校长出席中国动漫集团
厦门基地开业庆典暨校企合作签约仪式

潘飞南校长渊左四冤出席龙岩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对接会

本报讯渊通讯员 郎朗冤2 月
21 日上午袁 厦门卫视到我校实
验实训中心剪纸动画项目组进
行了专题采访遥

我校实验实训中心实训
指导教师崔宝礼尧孙红丽和他
们指导的学生实训项目团队袁
将中国传统剪纸玲珑剔透尧流
畅生动尧拙朴古雅尧画面均衡尧
色彩鲜明尧柔和协调和以形传
神的艺术形式与数字媒体艺
术语言数字化尧 表现多样化尧
制作高效化尧艺术大众化的特
点和动感性尧
虚拟性尧交互
性尧 奇观性尧
融合性尧可变
性 的 表 现 特
征巧妙结合袁
创 造 性 地 进
行艺术创新袁
创 作 了 叶 妈
祖 曳尧 叶 灰 姑
娘 曳 和 叶 映 像
厦门曳系列等

剪纸动画片袁引起了较为广泛
的社会关注遥

厦门卫视采访尧 摄制组到
剪纸动画项目工作室进行了
现场摄制袁 并采访了崔宝礼尧
孙红丽老师和项目团队成员遥
两位老师向摄制组介绍了项
目创意尧策划尧剧本创作尧场景
与造型设计尧 原画尧 修型尧动
画尧 动检以及后期制作情况袁
并现场向摄制组放映了系列
剪纸动画片遥

厦门卫视到我校进行
剪纸动画项目专题采访

网络技术系聂菁副主任上台誓师 访采题专目项画动纸剪行进校我到视卫门厦

潘飞南校长渊二排左七冤出席中国动漫集团厦门基地开业庆典暨校企合作签约仪式

内涵建设研讨系列活动之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江绍煊冤
根据校理事会 野走出去袁 请进
来冶的评建要求袁5 月 28尧29 日袁
我校邀请上海金融学院教学督
导专家组周蒲芳教授一行 6 人
来校作教学诊断指导遥

在两天时间里袁 周蒲芳教
授一行分组分头前往有关系部
随堂听课遥29 日袁我校召开教学
督导反馈会袁校长潘飞南袁副校

长张念袁 教学处尧 各系部负责
人袁 教师代表现场听取督导专
家组成员的诊断意见和建议遥
会上袁 双方还就教学督导机构
在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探讨遥

上海金融学院是在高职高专
的基础上升格的新型本科院校袁在
应用型尧技能型尧专升本人才培养
方面给我校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遥

上海金融学院专家为我校课堂教学把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