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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幼高专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撰稿人：于　芮】5月 19日下午，

贵阳幼高专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立大会

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音乐厅举行。省社

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包御琨，省社科

联办公室主任杨俊，省社科联学会部部

长丁盛，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

秘书长谢宇，校领导张曦、贺永琴、唐

天、赵雅卫、翟理红出席会议。会议由

副校长李炳昌主持。

校党委书记张曦代表学校致欢迎

辞，对贵阳幼高专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

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对省、市社科联领

导和来宾莅临学校表示热烈欢迎。他说，

成立社科联，对于准确把握社科工作的

发展方向，繁荣和促进学术交流，普及

社科知识，提供社科咨询服务；对于专

家学者开展跨学科协同攻关，推动学科

交叉融合，探寻合作机会；对于发现、

培养和举荐创新人才，准确反映专家学

者的意见和建议，充分激发老师的创新

热情和创造活力，发挥好思想库和智囊

团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后，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贺永琴

代表学校作《“十二五”科研工作报告》。

报告指出，建校以来，学校一直坚持“科

研兴校，科研强校”的发展策略，以体

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凸显哲学社会科

学学术特色，强化学术能力建设，以项

目为载体，以科研人才建设为核心，以

专家（教授）工作室建设为平台，培育

一批梯队结构合理、科研成果丰富、社

会服务能力强的教学科研创新团队；努

力实现科学研究反哺人才培养、社会服

务和文化传承；优化科研成果的转化与

辐射模式，极大促进了贵州省学前教育

的发展和幼儿教师队伍的成长。但目前

仍存在科研人才队伍建设任重道远；研

究申报机会多、具体落实少；课题一般

性成果多，指导实践价值的成果少；科

研经费安排多，具体实施使用少；内生

动力不足，缺少有效的科研工作激励机

制等问题。

报告提出学校将通过完善科研工作

动态管理制度、激励制度与考核评价制

度，实施“人才 + 项目”的培养模式，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教师和学

生走出去、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走出去、

研究机构和研究团队走出去，扩大我校

社会科学成果在学前教育领域内的国内

影响力，提升哲学社会科学教师的国际

化程度。创新“互联网 + 学前教育”工

作模式。进一步完善发挥学校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的作用。随后，市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党组成员、秘书长谢宇宣读了《关

于同意成立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批复》；省社科联

党组书记、副主席包御琨，校党委书记

张曦共同为“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揭牌。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包御琨

在讲话中指出，学校社科联的成立，给

广大师生开展社科交流搭建了一个很好

的平台，标志着学校社科研究从散兵游

勇向团队作战转变，标志全省社科研究

的一支新的重要力量的形成，也标志着

学校社会科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希望学校搞理论研究、智库建设、

自身建设，为把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建设成为有特色、高水平的学校贡

献力量。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

秘书长谢宇说到，贵阳幼高专社科联的

成立，是对中央、省、市政策的坚决拥

护和落实，希望学校社科联能将教学实

践工作与社科工作紧密联合起来，促进

教学发展、繁荣社科事业，认真实现学

校的教学相长、知行合一。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贵阳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章程》，

选举了产生了贵阳幼儿师范学校高等专

科学校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

委员。

党委宣传部供稿

贵阳幼高专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川 北 幼 专 校 长 张 廷 鑫 一 行 到 我 校 考 察 交 流

【撰稿人：况怡兰】5 月

18 日，第十届“中国——东

盟教育交流周”项目启动会在

省教育厅召开。我校申报的

“中国——东盟幼儿教师发展

论坛”项目在众多项目中脱颖

而出，被列为交流周开幕期项

目之一，并由我校独立承办。

本次动员会由省教育厅

副巡视员龚宁主持。省教育厅

党组书记、厅长、省委教育工

委书记王凤友，“中国——东

盟教育交流周”组委会秘书处

执行秘书长刘宝利出席会议。

我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贺永

琴在会上代表曾经承办过“中

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项目

的学校作交流发言。

会议首先由组委会秘书

处执行秘书长刘宝利通报了

第十届“中国——东盟教育交

流周”筹备工作情况。随后，

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王凤友做

了动员讲话，他指出，全省各

高校要珍惜交流周这一对外

开放的平台，进一步增强责任

感、荣誉感和使命感，全面统

筹推进项目内容设计、对外宣

传、会务准备、活动成果总结

挖掘等工作，在人、财、物方

面给予活动最大保障，确保第

十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

周”取得圆满成功。最后，曾

经承办过“中国——东盟教育

交流周”项目的部分高校负责

人作了交流发言，今年项目承

办的部分高校负责人作了表

态发言。

贺永琴在交流发言中就

我校近年来开展对外交流的

基本情况、在开展留学生工作

上的具体措施和做法以及我

校承办相关国际会议、学术交

流的情况进行了介绍。目前，

我校与东南亚、欧美、韩国、

港台等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

所高校、教育集团机构签署合

作协议共计 30 个；教师、管

理人员、学生和国（境）外交

流频繁，每年定期安排赴台交

流生。2015 年我校首批招收

东盟留学生 40 名，2017 年迎

来首批欧洲留学生，留学生人

数累计 87 名。通过东盟教育

交流周平台，我们与东盟 8 个

国家 9 所大学与教育机构签署

了合作协议。在今后的办学过

程中，我校将主动对接，服务

国家“一带一路”这个大局，

依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

周”，以东盟为“桥头堡”，

坚持“走出去、引进来”，实

现我校“国际融合”的发展目

标。

党委宣传部供稿

【撰稿人：于　芮】5

月 19 日下午，贵阳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在清镇校区行政楼

一楼会议室召开。校党委副

书记、校长贺永琴，副校长

李炳昌，赵雅卫，翟理红及

委员出席。

会上，贺永琴宣读省社

科联批复关于贵阳幼高专社

科联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副

主席、秘书长（候选人）名单。

经过投票选举，最终选举贺

永琴为贵阳幼高专社科联第

一届委员会主席，李炳昌、

赵雅卫、翟理红为副主席，

孙立枫为秘书长。

最后贺永琴代表新当选

的学校第一届社科联领导班

子作表态发言。她表示，学

校新一届社科联领导班子将

与各位委员一起，为繁荣、

发展学校的科研工作而不懈

努力。她强调，在今后的工

作中，一是要着力强化机遇

意识，充分发挥智库的作用；

二是要着力强化服务意识，

促进学校各项工作协调发

展；三是要着力强化自身素

质，提升工作水平。她指出，

学校新一届社科联将在功能

发挥、制度建设以及队伍建

设上下功夫，为推动我校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各项工作迈

上新台阶而不懈努力。

党委宣传部供稿

【撰稿人：王丽娜】

5 月 10 日上午 , 川北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副书

记、校长张廷鑫一行 5 人到

我校参观交流。我校党委书

记张曦、校长贺永琴及相关

部门人员陪同参观。

张廷鑫一行先后参观

了实训楼、艺术系民族民间

艺术研究中心和图书馆。在

我校的民族民间艺术研究中

心，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廷

鑫听取了我校与民族文化

相关企业、民间艺人及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宋水仙、

周志远等开展合作的情况介

绍。对各种民间艺术制作技

艺和创作过程产生了浓厚兴

趣，称赞大师工作室传承了

原生态艺术养分，滋养了艺

术教育、丰富了艺术创作形

式，值得发掘、传播、研究

和发展。

参观结束后，张廷鑫在

一楼大会议室与我校领导及

相关负责人座谈。

会上，校长贺永琴就学

校的基本情况、专业设置、

培养模式、师资建设等方面

作了介绍。张廷鑫表示此次

考察交流，不虚此行，看到

了我校在校园建设、专业领

域打造等方面的丰硕成果。

希望今后能与我校进一步加

强交流与合作，共同发展、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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