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台晚会由校团委会、学生会

主办，演出社团排练节目占到了一

半以上，展示了社团的蓬勃发展。

校十分重视学生社团的发展，

把活跃学生社团作为培养学生核

心素养学校德育实施的有效形式

和载体。现登记注册的学生社团

已达 21 个，社团会员已近 2000 余

人。活跃的学生社团，丰富了学生

的校园文化生活，提升了学生的综

合素质，满足了学生身心的个性化

发展，培养了学生的团队精神，促

进了学生的健康成长。

据了解，学校创新性设计了以

月为单位的德育、美育提升活动。

语言艺术节，通过经典诵读、演讲比

赛、汉字书写大赛，让学生体会中华

民族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体育文

化艺术节，通过体育竞赛、文艺汇

演、书画作品展览，让学生体味竞技

体育的快乐、文化艺术的高雅；常能

比赛活动月，让学生学会生活技能，

适应生存需求，提升就业竞争力；工

匠活动月，让学生在职业技能的强

化训练与竞赛中，提高技能水平，提

升职业素养，培养工匠精神。

新年送祝福，开年迎吉祥。当

晚，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用青

春的歌舞，把新年的祝福献给伟大

的祖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蒸蒸

日上；用青春的激情，把新年的祝

福献给老师和同学，祝福老师们工

作顺利，幸福安康。相信职校学子

将在新的一年里鲲鹏展翅，快乐健

康成长！

开启新征程 呼唤新作为

学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2008年 3月，经市委市府决定，具

有悠久中职办学历史的省级重点学

校遂宁市职业中学与百年名校四川

省遂宁师范学校合并，组建为遂宁市

职业技术学校，10 年来，学校历久弥

坚，不断展现她的风采和活力。

学校环境优美，办学条件优越，

校园占地面积 126 亩，建筑面积 7.1
万平方米。学校建有学前专业教室

30 个，数控、电子、旅游服务、酒店管

理、汽修等专业实训室 36 个，有适应

现代化教学需要的校园网管中心。

学校专业设置适应地方经济发展，

拥有一支忠诚担当、乐于奉献的教

师队伍，现有教职工总数 288 人。拥

有全日制学生 4300 余人，成人教育

学生 2900 余人。

学校办学质量不断提升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全面深化

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取得了较

好的办学业绩和效益。近 3 年，11
名教师参加全国“创新杯”信息化教

学设计和说课比赛，2 名教师获一等

奖，8 名教师获二等奖，1 名教师获

三等奖；1 名教师参加全省“文轩教

育杯”中职教师微课大赛，获一等

奖；9 名教师参加省中职校信息化教

学大赛，3 名教师获一等奖，6 名教

师获二等奖 ;1 名教师参加全省班主

任基本功比赛获一等奖。

该校学生参加全市公共基础课

会考，语文、数学、计算机、英语均获

前三名；参加全市专业技能抽考，加

工制造、汽修、信息技术 1 类、学前

教育均获前三名；参加全市中职生

技能大赛，连续五年荣获团体一等

奖；参加全省中职生技能大赛，共有

38 名学生分获一、二、三等奖。参加

全国中职生技能大赛，6 名学生获得

三等奖。

教育扶贫扎实有序推进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扎实开展

教育扶贫工作。学校现有精准扶贫

建档立卡学生 249 人，其中汽修专业

和学前专业励志班学生 21 人。学校

严 格 落 实 了 国 家 免 学 费 和 资 助 政

策，每生每年享受资助 3000 余元。

在社会扶贫方面，学校本年度共

投入 44.37 万元，通过开展技术技能

指导、兴办幼儿园、香桂产业扶贫、

改善村容村貌等措施，促进了两个

帮扶村加速摘帽的进程。

艺术教育收获丰硕成果

学校依托自身资源优势，不断加

强艺术教育，提升学生美育修养，引

导学生追求美好生活，“春苗艺术

团”在全市艺术舞台占有重要地位；

与遂宁电视台联合打造“大爱遂宁”

公 益 节 目 以 及 遂 宁“ 春 晚 ”；组 织

2600 人的演出队伍，成功参与省第

十二届运动会开幕式演出；体育设

施和演出场馆向社会开放，慈善、大

爱、开放、负于社会责任担当的学校

形象正在呈现，并成为学校文化的

重要部分而富有深远意义。

新班子，新希望。学校将在党的

十九大和市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指

引下，锐意进取，开拓发展，不断改

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扩大办

学规模，为遂宁经济发展提供技术

人才支撑，在遂宁中职教育发展中

持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天道酬勤，岁月不
居。近年来，遂宁市职
业技术学校办学条件持
续改善，教师队伍建设
取得成效，办学规模继
续保持较高水平。已经
过去的 2017 年，是遂宁
市职业技术学校站在新
起 点 ，深 化 发 展 的 一
年。在这一年里，全校
师生员工在党的十九大
精神指引下，秉承初心，
坚守恒心，付出爱心，团
结进取，各项事业取得
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师生同台文艺展演

每周一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

以心迎新
勇敢前行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举

行 2018年迎新春文艺晚会

全力推动创新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学校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各项工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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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开新元，天地又一春。1月 3日晚，在这新年到
来、喜气洋溢的美好时刻，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师生欢聚
一堂，举行“以心迎新，勇敢前行”2018年迎新春文艺晚
会，为已经过去的 2017年的满载收获而欢庆，为已经到来
的 2018年的无限希望而憧憬。

“2017 年在成功和收获的喜悦

中渐渐远去了，2018 年的钟声已经

敲响。回首 2017，我们满怀豪情。

展望 2018，我们重任在肩。”随着四

位主持人的激情开场，晚会在热烈

的掌声中拉开序幕。

首先，校长薛永哲为 2018 新年

晚会致辞，他代表学校向辛勤耕耘

的教职工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

的新年问候，向勤学上进的同学们

表示衷心的新年祝福。

薛永哲在讲话中指出，2017 年

学校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正华楼、静远居、炳文楼外观提

升，体育馆中央空调安装，实训综

合楼建设持续推进，汽车专业精品

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包及互联网

教学平台建成，校园高清显示屏升

级，阳光德育基地建设使用；一百

多名教师参加国、省、市级培训，教

师参加国、省、市级技能竞赛以及

赛课成绩优异；学生参加国、省、市

会考、技能抽考、技能大赛均取得

优异成绩；精准扶贫励志班工作形

成 亮 点 ，受 到 社 会 各 界 的 广 泛 关

注；学校班子更换新血液，团结和

谐，富于战斗力。全校教职工凝心

聚力，奋发有为，全校同学积极向

上，生机勃发。

薛永哲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学

校将继续加强基础能力建设，进一步

提升办学实力；将继续加强学校内涵

建设，进一步提升办学质量和效益；

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探索学校

升级新路，推动学校提升发展。有着

这样一支“包容、和谐、勤勉、奉献”的

教师队伍，有着这样一群“讲诚信、懂

礼仪、知感恩、明责任”的莘莘学子，

学校一定会更加发展壮大，一定会拥

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晚会节目精彩纷呈，韶华动漫

社带来的舞蹈《荧光舞》为晚会拉

开了帷幕。由周一舞蹈社带来的

舞蹈串烧《好运来》，学前 15 级 1 班

带来的手语舞蹈《我爱你中国》，学

前 15 级 9 班和 10 班带来的精彩舞

蹈《mocha only dance medley》，无一

不体现出该校当代青年的靓丽风

采。春苗艺术团的舞蹈《莲》和《圣

湖赞》博得满堂喝彩，她们身着青

春华丽的舞蹈服饰，配合大气磅礴

的音乐感动全场，也让全场的气氛

达到了汇演的高潮。

学文明，学礼仪，是青年学生

的必修课。学礼仪，用礼仪，让学

生充满魅力，让生活更美好。学

校礼仪队优雅规范的礼仪展示让

人赏心悦目；和着欢快明朗的节

奏，踏着粗犷豪放的舞步，身着藏

族服装的姑娘陆续上台。雪域格

桑民族歌舞社带来的舞蹈《香呀

热罗》，展现了藏族人民的能歌善

舞，热情奔放；富有笑意的“教室

风波”又来了，学前 15 级 6 班表演

的小品《我的同桌》给大家带来了

课堂上的有趣故事，诙谐幽默的

语言，丰富的表情和夸张的肢体

动作引得现场观众笑声连连。节

目精彩纷呈，歌声、掌声、欢笑声，

经久不息。整场晚会，在慷慨激

昂的朗诵《写给未来的自己》后圆

满落幕。

欢歌辞旧岁 热舞迎新春

快乐市职校 社团满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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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长
薛
永
哲
在
迎
新
晚
会
上
致
辞

邀请果农专家进村开展技术指导

学校援建的端祥村幼儿园落成授牌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2018 年迎新春文艺晚会现场

舞蹈《莲》

朗诵《写给未来的自己》

舞蹈《mocha only dance medley》舞蹈《万物生》

歌曲《春暖花开》

歌曲《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