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月上旬袁2016年全国野两会冶在北京召开遥代
表委员齐聚一堂袁共商国事曰全国上下齐话改革尧
共谋发展遥 野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冶袁成为教育发
展改革最强音遥

在湖南株洲袁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积极响
应教育大政方针袁紧跟时代形势袁组建了湖南高职
院校唯一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袁 为现代职业教
育和供给侧改革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和模
式遥

3 月 8 日袁位于株洲云龙示范区职教城的湖南
化工职业技术学院袁静立在细雨中遥 机电工程学院
教学楼一楼一间专业实训室内袁 三名学生围坐在
一套由机械臂尧 传送带等设备组成的机械系统周
围袁抱着电脑袁手指在键盘上翻飞遥 工业机器人技
术专业负责人陈土军老师介绍说袁 他们正在熟悉
编程和操作机器袁 为即将到来的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做准备遥

同过去几届学生一样袁 他们的人生将被一条
野上课要实训要参赛要提升冶的轨迹引向梦想和远
方遥 过去几年袁化工职院的工业机器人教育也依循
这样的轨迹袁从无到有袁从弱到强遥

时间倒流至 2012年遥
2012 年 5 月袁国家工信部发布了叶智能制造装

备产业野十二五冶发展规划曳袁机器人产业作为智能
制造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迎来了战略性的发展
机遇遥 同年 11 月袁野2012 中国工业机器人高峰论
坛冶召开遥

国际社会袁2013 年 4 月德国政府正式推出了
野工业 4.0冶战略遥

春江水暖鸭先知袁 化工职院从政策与市场的
和风中嗅出了一丝气息遥

2012 年底袁 学校派遣 5 名机电一体化专业学
生赴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实习遥 2013年初袁
作为整个湖南乃至中部地区唯一一支参赛队袁化
工职院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野工业
机械手与智能视觉系统应用冶大赛在 30 多支参赛
队伍的激烈角逐中袁勇夺三等奖遥

载誉归来袁湖南化工职院顺势而为袁决定在机
电一体化专业开设工业机器人技术方向课程遥

一颗种子从此埋在了化工职院人心中遥

2014 年前后袁机器人热进一步升温遥
这一年袁中国凭借 54%的增速袁成为工业机器

人的最大需求国遥 全年有 70余家上市公司并购或
者投资了机器人尧智能自动化项目袁而中国机器人
相关企业的数量甚至超过了 4000 家遥

在湖南袁省经信委公布了叶湖南省工业机器人
产业发展规划渊2014-2020 年冤曳袁将其作为全省工
业经济转型提质的新突破口袁 计划到 2017 年末袁
工业机器人产业产能突破 100 亿元遥

这一年袁被业内称为野机器人元年冶遥
这一年袁化工职院继续稳扎稳打袁多管齐下遥

同年 2 月袁 在一家重工企业担任工程师的陈土军
离职加入团队曰7月袁 组织教师飞赴德国参观学习
野工业 4.0冶发展状况袁全面调查研究工业机器人的
应用发展趋势尧 人才市场需求尧 岗位职业能力要
求袁及专业建设尧校企合作遥

9 月袁与株洲市教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尧湖南
九方焊接技术有限公司等共同出资 500 万元组建
的湖南智谷焊接技术培训有限公司袁 与中国焊接
协会签约设立了机器人焊接渊株洲冤培训基地袁成
为全国第五个机器人焊接培训基地袁 同时也是焊
接机器人种类最齐全的培训基地之一遥

为了更有效地培养企业尧 市场所需的工业机
器人人才袁 学校实行理实一体化教学袁野理论占
40%袁实训占 60%冶遥6个专业实训室袁全天开放遥与
企业签约组建订单班袁实行校企双主体育人袁与楚
天科技尧江苏汇博签订野楚天班冶野汇博班冶订单班遥
同时进一步完善野机电助教团冶袁由学生自我管理
课堂和实训室袁 极大提高了学生的自主意识和动
手能力遥

备战今年高职技能大赛的学生周奕龙袁 研发
了一种机器人基准定位装置袁 准备申请实用新型
专利和发明专利遥

2015 年 5 月 8 日袁 国务院印发 叶中国制造
2025曳遥 野要实施耶中国制造 2025爷袁坚持创新驱动尧
智能转型尧强化基础尧绿色发展袁加快从制造大国
转向制造强国冶遥 机器人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战略袁

机器人事业承载着沉甸甸的寄托遥
在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面前袁职业教育准备好了

吗钥
化工职院的回答是院时刻准备着浴
2016 年元旦刚过袁 学院领导一行以 野强毅力

行尧追求卓越冶的精神袁调整专业群布局袁将机电专
业工业机器人技术方向升级为工业机器人技术专
业遥

1 月 9 日袁 承办了由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主办的野耶中国制造 2025爷与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论
坛冶遥 校长王雄伟表示袁 学校将以此次论坛为契
机袁大力推进创新发展尧特色发展和转型发展袁努
力在人才培养方面适应现代产业智能型尧 绿色型
和高端型等特点袁培养创新型尧智慧型尧伦理型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袁实现从野制器冶到野造人冶的
转变遥

19 年前袁 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败给了
野深蓝冶遥 19 年后袁韩国围棋九段李世石对阵谷歌机
器人 Alpha Go遥 结果袁野人冶败给了野机器冶遥 野机器冶
的力量袁再一次体现得淋漓尽致浴 但袁野机器冶的问
题袁归根结底是野人冶的问题遥 智能工厂里的员工不
再是简单的操作工袁 而主要是产品的设计者和智
能生产系统的管理者袁需要极高的分析问题尧解决
问题的能力遥

野人冶从哪里来钥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的师
生们给出了积极的回答遥

化院人在党委书记刘望尧 院长王雄伟的带领
下袁将继续积极响应野中国制造 2025冶袁着眼于为整
个社会人力资源提供升级服务袁 以全新的角度审
视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袁 认清当前职业教育与中国
制造 2025 要求之间的差距遥 加强新兴专业建设袁
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袁 提高核心竞
争力遥

渊摘自叶湖南日报曳冤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从野制器冶变为野造人冶
要要要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发展侧记

殷 卢小伟 郑景芳

殷 团委 朱 熠

3月 26日袁院团委组织 20余名北校区青年志愿者开展了野同
饮湘江水袁保护母亲河冶青年志愿服务活动袁以实际行动保护和美化
湘江母亲河袁倡导带动更多的人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遥

虽然雨一直在下袁但阻挡不了志愿者们保护母亲河的热情遥 在
分别领取了火钳尧手套等工具后袁志愿者们纷纷拿起纸箱袁以一桥为
出发点袁沿湘江畔一路走一路捡拾垃圾袁并与正在此区域工作的环
卫工人一道边捡拾垃圾袁一边将装满的垃圾箱送往垃圾运送车遥 活
动中袁志愿者们没有人叫一声累袁也没有人说一声脏袁更没有人休息
或早早退出遥

随着沿途的垃圾被一一清理袁志愿者们的脸上露出了愉快的微
笑遥一同劳动的环卫工人对志愿者们不怕苦尧不怕累尧不怕脏的精神
赞叹不已袁希望更多的人能重温雷锋精神袁传递保护环境的正能量遥
活动也得到了在河畔游玩群众的高度赞誉袁在得知是学生自发组织
的保护母亲河志愿服务活动后袁一名中年大叔更是向青年志愿者们
竖起了大拇指遥

青年志愿者们表示袁虽然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活动并不可能将母
亲河畔的垃圾全部清理干净袁 但是希望通过我们一小部分人的行
动袁能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湘江母亲河自觉还她一片清洁的活
动中遥

3月 24日上午 9点袁在我院青年志愿者联合会的组织下袁一百
多名青年志愿者们前往智谷商业街教学广场开展以 野社会共同努
力袁消除结核危害暨 21个爱卫生月冶为主题的宣传活动遥

在活动中袁青年志愿者们积极热心地配合义诊的医务人员开展
活动遥大家分工明细袁积极的参与了野我参与袁我行动冶的签名仪式并
帮助分发预防结核病的宣传单袁帮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结核病遥 做
到早预防早治疗遥同时袁我院的青年志愿者们还以野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袁推进文明创建美丽职教城冶为主题开展了环境卫生大整治活动遥
大家自备垃圾袋尧扫帚尧铲子尧垃圾桶等卫生工具袁充分发挥不畏脏袁
不怕累的精神袁有秩序地进行捡拾草坪以及绿化带的垃圾尧清理城
市牛皮癣尧人行道保洁等卫生整治活动袁受到了居民们的赞扬与帮
助遥 大家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进行野世界防结核病日冶的宣传尧以及城
市大清洁等活动来迎接爱卫生月遥 为他人袁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遥

为弘扬雷锋精神和野奉献尧友爱尧互助尧进步冶的志愿精神袁引导
人们树立共同理想和凝聚精神力量袁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曰以
野学雷锋纪念日冶为契机袁在全院组织开展各类野学雷锋系列志愿服
务月冶活动遥

3月 20日袁我院近 30名志愿者携带慰问品袁上午 10时来到了
三湘福星园敬老院遥 随后志愿者们为老人们分发米面油尧水果蔬菜
等慰问品遥 志愿者中的文艺表演者为老人们表演了传统舞狮节目尧
吉他尧二胡独奏尧消防演讲尧歌曲舞蹈等精彩的文艺节目遥 志愿者们
还帮助老人打扫房间袁擦拭桌椅袁整理床铺袁帮助老人理发袁给老人
捶肩修指甲和陪老人聊天袁还给一位老人过生日遥

这次活动给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了温暖袁让老人们感受到社会
的关爱袁同时志愿者们以实际行动践行野奉献友爱袁青春同行冶的雷
锋精神袁弘扬爱老敬老的中华优良传统美德袁以行动诠释当代野活雷
锋冶的时代内涵遥

红网株洲 3 月 16 日讯 渊时刻新闻记者 王兴夏 通讯员 罗莉娜
欧彦麟冤 真诚让人感动袁爱心给人温暖遥 昨日袁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
院和株洲市中心血站联合组织的野正青春袁爱无限冶无偿献血活动袁在
该学院校园内隆重举行袁该院 183 名爱心学子参与无偿献血活动遥

野很久之前就想参加献血袁因为年龄不够袁所以能在成人礼这天
献血一直是我的一个愿望遥冶曹永林同学说道遥几分钟后袁鲜红的血液
顺利流进了采血袋内袁400 毫升血液成功献出遥 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
献血的曹永林袁希望自己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袁积极参与公益活动袁
承担社会责任遥 昨天袁他刚满 18 周岁遥

来自机电工程系的周煌祥尧杨前是同班同学袁也是一对好兄弟遥

本学期结束后袁 他们就要去实习了袁 很可能没有机会能再一起
野并肩献血冶了遥 所以袁他们相约登上献血车袁分别献上 300 毫升
和 400毫升血液遥 周煌祥说院野进入大学后袁我们给自己定下了几
件要完成的事情袁参与无偿献血就是其中一件遥 今天献血的经历
会让我一辈子都记得袁以后我也会成为一名固定献血者袁帮助所
需要的人袁不让自己的青春留有空白遥 冶
活动现场袁 一群校园青年志愿者和无偿献血志愿者们积极引导

大家填写无偿献血登记表袁给参与献血的同学们准备温度适宜的糖
水袁帮献完血的同学迅速穿好衣服尧送上纪念品袁他们热情周到的服
务使参与献血的大学生们深受感染袁 活动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在微
笑袁都被深深地感动了遥

截至晚 8点活动结束袁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共有 183 名爱心学
子成功献血袁献血总量达 59400 毫升遥 现场有不少同学纷纷申请成为
无偿献血志愿者袁 决心为校园无偿献血公益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
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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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

3月 29日晚袁 刚刚接受完省教育厅组织的就业创业工作 野一把手工
程冶督查袁招生就业处具体负责学生就业工作的副处长段楚凡和相关工作
人员即连夜风尘仆仆赶往广东袁参加东莞市第七届校企合作洽谈会遥 此次
校企合作会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尧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袁东莞
市人力资源局承办袁东莞市教育局尧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尧东莞市商务
局协办袁来自全国各地的 250所院校和 1000多家东莞市内优质企业以及
相关行业协会代表参加了洽谈遥

你们的野生意冶太好了
根据组织方的安排袁3月 30日上午为校企洽谈时间袁 下午为学校代表

自主选择参加校企合作洽谈活动或到企业参观遥 洽谈会一开始袁学院过硬
的人才培养质量尧 鲜明的化工特色和高度对接市场需求的专业设置吸引
了大批企业代表前来问询袁其中玖龙纸业尧徐福记国际集团尧众生制药等
行业龙头或上市公司表达了与我院开展校企合作的强烈意愿遥 有的企业
表示袁希望能与学院开展订单培养袁建立实习实训基地曰有的企业表示袁
2016届的毕业生太紧俏没能招到袁下半年我院的校园招聘会一定参加袁最
好能以专场招聘的形式曰有的企业表示袁他们公司从总经理到高管都是我
院的校友袁 今年的招聘会仍旧会回母校选才噎噎一些围在外面的企业代
表看到这种场面袁不由得感叹袁你们的野生意冶也太好了浴

娘家来人探望了
3月 30日下午袁受东莞盛和化工有限公司邀请袁我院一行参观了该公

司的办公场所和生产车间袁并与公司生产部门负责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袁
了解毕业生工作尧生活情况遥 盛和化工有限公司是山东宏信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的子公司袁总投资 1.4亿元袁年产 5万吨苯酐尧5万吨增塑剂遥 从投产
起袁我校的毕业生即参与了该公司的建设袁目前仍有一批校友活跃在公司
各个岗位遥 得知母校的老师来公司了袁这些毕业多年袁早已在东莞安家立
业的校友们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袁纷纷围拢来和老师唠起了家常遥 他们向
老师汇报了自己工作尧生活的情况袁感谢学院的精心培养和提供的就业平
台遥 座谈现场袁公司领导一句野你们娘家来人探望了冶袁让一位 2013年毕
业袁即将为人母亲的校友几度哽咽遥

我们的合作是长期而卓有成效的
3月 31日上午袁我院一行应邀考察了东莞市信测科技有限公司遥该公

司成立于 2000年袁专门从事 Safety尧EMC尧玩具检测尧鞋类检测尧认证和验
货等技术服务袁在深圳和东莞都拥有专业的检测实验室袁是独立的第三方
认证机构遥 陪同考察的公司负责人表示袁随着实力的壮大袁公司即将登陆
创业板袁并计划在湖南开设分公司袁对相关技术人员的需求会不断增多遥
公司与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的合作是长期而卓有成效的袁 希望学院能
继续提供人才方面的支持袁推动企业尧学校和学生三方共赢遥

参加地方校企洽谈会是学院践行 野走出校门找市场冶 战略的重要举
措遥 多年来袁学院以就业为导向袁拓展思路袁多管齐下袁每年均新增一批高
质量的就业单位袁就业工作花开满园袁硕果满枝袁连续三次获得湖南省就
业工作野一把手工程冶督查优秀单位袁充分发挥了省大学生就业创业示范
校的辐射尧引领作用袁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遥

渊招生就业处 段楚凡 罗跃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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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下午袁由院团委举办的野爱家尧爱校尧
爱国冶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北校区主教学楼 310 拉
开帷幕袁并取得圆满成功遥

本次比赛特邀请团委老师担任此次大赛评委遥
参赛选手共 10 名袁 演讲比赛要求参赛选手在 5 分
钟以内完成演讲袁 比赛过程中选手们自信从容袁慷

慨激昂袁声情并茂袁表达了对师长尧
对学校尧对社会的感恩尧热爱之情袁
简述了自己作为一名大学生所应该
树立的价值观袁 博得了台下观众和
评委的一致好评遥 所有选手演讲完
毕后袁团委老师为选手进行了点评袁
并为获奖同学颁奖遥 最终汤明尧汤胥
同学获得一等奖曰 易佩同学获得二

等奖曰易俊袁陈佳袁文颖同学获得三等奖遥
通过比赛袁提高了同学们对野爱家尧爱校尧爱国冶

以及奉献精神的认识袁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尧价值观袁同时也为我院学生提供了一个锻炼自
我尧展现自我的机会遥

渊团委 朱熠冤

野爱家尧爱校尧爱国冶
主题演讲比赛举办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袁 院团委 3 月 22 日在
北校区操场举行了跳绳比赛袁本次活动以丰富同学
课余时间尧强化团结意识为主题袁共有 105 人参加
比赛遥

下午 1:00袁体育部所有成员集合袁分配工作袁紧
接着跳绳活动正式开始遥比赛分为男女单人和集体
跳绳三个项目袁首先进行初赛袁取各名次中男女单
人跳前五名尧集体前三名晋级决赛遥 每个参赛的同
学都蓄势待发袁 表现出化院学子良好的精神风貌遥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袁只见同学们各个飞快地挥着绳
子袁听到的只有绳子拍打地面的声音袁比赛激烈地

进行着袁围观的同学也越来越多袁不停的为参赛同
学加油鼓励袁 参赛的同学都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
态袁在比赛中一展风采袁让在场观看的同学眼前一
亮遥

最后集体比赛的冠尧 亚尧 季军分别由高分
1302尧高分 1401 班尧院体育部获得遥 男单个人比赛
的冠亚季军分别由陶海波尧刘均匀和米久来三个同
学获得遥 女单个人比赛的冠亚季军分别由尹晶晶尧
陈佳乐和易佩同学获得遥 至此袁在院团委体育部同
学的周密策划和相互配合下袁跳绳活动圆满落下帷
幕遥 渊团委 刘秀娟 何映呈冤

团委举办跳绳比赛

教学广场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活动

走进三湘福星园敬老院学雷锋

开展野保护母亲河冶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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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学子们在填表登记献血

缘起院搭乘智能制造之风

奋进院考察袁布局袁稳扎稳打

扬帆院响应野中国制造 2025冶

访秋瑾故居
殷 张南辉

王家大屋春光好袁 访客纷纷胜日临遥
馆阁幽居呈古色袁 亭台浩气育新人遥
舍家驱恶宁罹祸袁 爱国忧民岂惜身遥
一线曙光亭口起袁 黎元唤醒转乾坤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