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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延湖书记与软工教师开心茶话，教师节里响欢声

9 月 10 日下午，在第 36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举办了"晨曦细雨

育桃李，金秋硕果慰园丁"教师节茶话会活动，我院有幸邀请江西软

件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督导专员江延湖，党委委员、校长助

理、党委综合办副主任、宣传部部长尹祖国和组织部副部长程杨胜

为入座嘉宾，副校长、软件工程学院院长、党支部书记范红铭，常

务副院长严青，副院长柴亚辉博士，教务科科长刘丁发副教授及院

系全体教师参加了本次茶话会，学院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学校工会

主席鲍庆军主持了此次活动。茶话会的举行简单而又温馨，让教师

们感受到了来自学校领导们的深切关怀。

鲍书记开场做简短发言，向全体教职员工表示节日的祝福，并

组织全体教师观看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

诚挚的慰问视频。

学校副校长软件工程学院院长，书记范校长致祝词，代表学校

学院向全体教师送上了节日的祝福。首先，范校长感谢了学校对学

院的大力支持，与各位教师分享了近一年学院取得的各项科研成

果、比赛成果。范校长就 2020 年秋季软件学院的本专科招生情况做

了简要说明，肯定了学院发展给招生工作带来的推动作用。范校长

指出新老师是学院的新鲜血液，他们肩负着学院未来教育和教学工

作的重任。范校长对我院的教师队伍充满了信心，相信在各位老师

的带领下，学院会越来越好，师生一心，合力划桨，扬帆续航。

我院 8 位教师代表在会上饱含深情、发自肺腑地结合自身实际

发展情况、从教体会。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与社会服

务、青年教师培养与发展等方面谈了认识体会，提出了建议。

校党委书记、省教育厅督导专员江延湖在总结发言时强调，第

一、随着党中央对教师的高度重视，各位教师需要进一步加强职业

自信感、归属感、幸福感；第二、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贯彻习



2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第

三、鼓励教师们持续学习、终身学习，不断提升自我；第四、重视

辅导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辅导员队伍的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并

向广大教师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以德立身、潜心育人，认真履行

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二是要严谨治学、勇于创新，坚守学术道德

底线，拿出更多创新科研成果。三是要凝心聚力，共谋发展。

本次茶话会，意在使教师能够在忙碌的工作中体验职业幸福

感，增进同事之间感情。教师们通过茶话会畅谈对工作的设想，展

望学校的未来，既营造了团结、务实、乐于奉献的工作氛围，又为

我院下一步的工作开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我院召开本科新生见面会，讲好入学“第一课”

9 月 19 日，软件工程学院在学术报告厅组织召开了 2020 级本

科新生见面大会，副校长兼软件工程学院院长、第八党支部书记范

红铭、专职副书记鲍庆军、常务副院长严青副教授、副院长柴亚辉

博士、教务科科长刘丁发副教授、蒋淦华、李俊、何春旺、胡志

成、崔延斌、胡桂虹等各专业老师代表参加了本次见面会，袁昕老

师主持此次活动。

范红铭院长代表学院欢迎同学们的到来，感谢同学们选择了软

件工程学院。范院长对软件大学的历史、文化及软件工程学院的发

展历程作了讲解，他表示在首批 15 所职业本科试点院校中，软件专

业是就业前景最好、薪酬最高的专业。在同学们即将开启新的人生

旅程之际，一是要拥有梦想，作为刚入学的大学生应该要拥有自己

的梦想，有梦想才会有目标，有目标才会有动力。二是学习成才，

同学们要把主要时间、精力和着力点都放到学习上，要学会用新方

法学习最新的软件技术、技能与知识。三是学会生活，同学们要保

持良好的身心健康，要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多交友交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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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软件工程专业负责人柴亚辉博士向大家介绍了到场的

各位专业老师代表，并为软件工程专业的同学就人才培养与模块化

教学课程体系等进行了介绍，他说到，我们是一所包含“软件”

“职业”“技术”等特点的大学。我们是培养“双高双技”人才的

大学。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有企业的工程师来参与教学，甚至包括

企业的高管，学院拥有非常好的教学资源，要学好软件就要夯实基

础、学精语言、用熟工具、多做项目、积累经验，才能“学好软

件，报效祖国”。

鲍庆军书记分享了我们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介绍了我们美丽

的鲜花小镇，希望同学们学好，还要玩好。他还讲述了开展劳动周

的意义、垃圾分类的意义、以及“十一工程” 的培养模式，同时要

求学生做好职业规划和学习规划，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

惯，鼓励同学们做好自我管理。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负责人何春旺老师、计算机应用工程

（人工智能）专业负责人李俊老师、智能控制技术专业负责人蒋淦

华老师分别对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计算机应用工程（人工智

能）专业、智能控制技术专业的专业概括、专业课程体系、人才培

养方案、就业岗位等进行了专业解读。

通过专业老师的讲解，让大家知道老师教的都是新的，同学们

学的都是用的并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了一定的认知。老师们也希望

软工学子能学好软件，以软件的方式报效祖国。

“软硬”结合，智能控制专业师生忙起来

智能控制技术专业是我校的本科专业，但因为该专业与软件工

程专业不在同一个计算机专业类别中，对于该专业的教学与人才培

养上，一直是一个挑战。为了能够更好的激发起智控专业同学们的

学习兴趣，基于软件工程学院的软件特色，来办好这个专业，在范

红铭院长、严青副院长、副院长柴亚辉博士的大力支持下，智能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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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技术专业负责人蒋淦华老师带领其团队从暑期开始就做好了新学

期的规划，并着手展开实施。

9 月份的开学季，对于智能控制技术团队而言是一个忙碌而充

实的月份，团队在完成 19 级智能控制班和 19 级嵌入式班完成授课

的同时，还积极实施与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教学、实训、参赛准备等

创新、实践活动：

蒋淦华老师于 9 月 19 日在学术报告大厅为 2020 级智能控制专

业本科生作“智能控制技术专业介绍”报告；朱於峰老师 9 月 22 日

在 A11-314 为 2020 级智能控制专业本科生作“专业课程体系与就业

前景”报告，两场报告会让 2020 级智能控制本科生对所学专业有了

更加清晰的认知。

9 月 30 日下午软件学院在学术报告大厅举办 2020 级专科学生

见面会，团队成员蒋淦华、朱於峰、李志翔等老师作为教师代表与

新生见面，并为新同学做了团队的简要介绍。接下来蒋淦华老师为

2020 级新生作了“嵌入式互联网专业介绍”报告。

团队以李志翔老师为负责人，组建了蓝桥杯嵌入式参赛团队，

并申报我校为蓝桥杯(电子类)赛点，组织了 19 级嵌入式班 6 名同学

参赛，比赛时间为 10 月 17 日；另组织两名 18 级嵌入式班同学和 1

名 19 级嵌入式班同学报名参加 2020 年江西省电子大赛，比赛时间

为 10 月 10 日。目前所有工作都在有序进行。

团队安排 19 级智能控制专业本科同学和 19 级嵌入式班同学以

分组团队为单位，在 A9-305 安装调试智能小车，目前安装调试好的

智能小车共有 15 辆。

针对因为疫情，智能控制技术专业的同学在计算机网络实践课

程的不足，在本学期团队老师与信息技术中心的网络工程师一起，

为智能控制技术专业的同学安排了计算机网络实训的课程，经过几

次课程的实训，使得同学们的计算机网络的技能与实践水平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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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的提升，为后续其他专业项目的实践与实训打好了一个更为

牢靠的基础。

我院举行 ACM 兴趣小组启动仪式，师生算法大练兵

9 月 23 日晚 8 点，软件分院在 A11-204 举办了 ACM 算法竞赛宣

讲，宣讲由软件分院副院长柴亚辉博士主持，并邀请了 ACM 指导教

师团队的胡志成、崔延斌、杜人增、顾鑫、罗柳芳等老师来到现

场，与同学互动、交流，ACM 宣讲由胡志成老师来主讲。

首先，柴院长对各位同学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各位同学的学习

热情给予肯定。随后，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柴院长宣布 ACM 兴

趣小组正式启动，标志着我校学生正式参与到 ACM 算法比赛中。随

后，柴院长把讲台交给胡志成老师，由胡老师对 ACM 算法比赛做详

细介绍。

胡老师首先介绍了 ACM 比赛的基本内容。ACM 比赛是由国际计

算机协会（ACM）主办的，一项旨在展示大学生创新能力、团队精神

和在压力下编写程序、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年度竞赛。目前主要

分为 ICPC，和 CCPC，其中 ICPC 指的是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 英 文 全 称 ： International Collegiate Programming

Contest），是全球性质的比赛，赛事由各大洲区域预赛和全球总决

赛 两 个 阶 段 组 成 。 CCPC （ China Collegiate Programming

Contest）指的是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是中国版的 ICPC 竞

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面向全

国高校大学生的年度学科竞赛。自从 2015 年首届 CCPC 竞赛以来，

赛事规模发展迅猛，已经有国内 600 余所高校的 20000 余名大学生

和 1500 余名一线教练参与赛事，竞赛影响力持续提升，为我国 IT

业的发展培养和选拔了大批人才。

随后，胡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 ACM 比赛的参与规则、参赛方

式。ACM 比赛类型分为网络赛、分站赛、年度总决赛等，由 ACM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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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以学校名义统一报名参赛。其中网络赛可通过 CCPC 公众号报

名；分站赛参赛名额由网络赛排名、省赛排名以及奖励和外卡名额

确定。ACM 比赛采取组队参赛方式，每个参赛队由 3 名队员和 1 名

教练组成。其中，队员必须是所属高校在籍的本科生、专科生，教

练必须是所属高校在职教师，教练有责任保证参赛成员身份的真实

性。参赛队伍需要在 5 个小时的时间内，解决 10-13 个算法问题，

按照问题解决的数量以及时间进行排名。

最后，胡老师从三个方面向同学们阐述了参与 ACM 大赛的意义:

（1）内功心法：数据结构和算法是计算机学科的“灵魂”，通

过算法训练，参加 ACM 竞赛，可以很大程度提高学生的数据结构和

算法水平，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计算机各种原理，成为计算机领域

中的"武林高手"。

（2）提高思维能力：学算法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 提高学

生的学习能力，适应技术飞速发展的趋势，在社会竞争中保持领

先。

（3）大厂敲门砖：国内外的大企业都是承认 ACM 比赛的，如果

在 ACM 竞赛中获奖，会帮助学生在找工作的过程获得优势，优先获

得实习、工作机会。而且，经过 ACM 竞赛的训练，企业面试过程中

的算法题也不会成为进入大厂的拦路虎。

听完胡老师的介绍，同学们反响热烈，对算法的重要性有了新

的理解，对于 ACM 比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最后，在互动、交流环节，各位指导老师也和同学们做了分享

与答疑；网络工程学院吴瑜儒老师也就自己的 ACM 经历与同学们做

了精彩的分享与交流。

总的来说，本次交流活动得到了同学与老师们的大力支持，收

到了很好的反响，取得了圆满成功。相信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同学

参与到 ACM 算法研究或者竞赛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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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多项大赛比赛结果出炉，以赛促学凸显成效

2019-2020 年度第二学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全国笼罩在疫情

的阴影下，为了丰富学生暑假的学习生活，我院首次举行了全院的

网页设计大赛，并得到了学校其他学院的支持，圆满完成了本次活

动。同时学院针对“停课不停学”的线上教学，举行了全院的教职

员工的“疫情期间线上教学心得”和学生的“线上教学学习心得”

的活动。

上述活动，我院非常注视。为了更好的举行网页设计大赛，暑

假开始之初，学院领导多次在会上进行了布署。学院每位老师也积

极响应，都及时联系了对应的班级，利用暑假空闲时间指导学生作

品的制作。从学生的参赛作品，我们可以更加客观的了解到学生的

学习情况。随着国内疫情的好转，教学活动由线上转为线下，线上

的教学给学院师生对的“停课不停学”的教学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

理解和思考，为此全院师生对“停课不停学”的教学活动进行总

结。

网页设计比赛活动共收的参赛作品 52 个，本院学生的参赛作品

47 个，其他学院和中专部参赛作品 5 个。为了挑选出最优作品，本

着公平公正原则，分院领导安排了共 12 位评委，最终评选出了所有

的奖项。最终来自由朱军副校长指导的 B190103 的杨廷通获得一等

奖。同是也评选出了二个二等奖、六个三等奖、十三个优胜奖。

为鼓励大家积极性，树立榜样，以此激励全院师生，全院的教

职员工的“疫情期间线上教学心得”和学生的“线上教学学习心

得”的活动进行了评审，对教师“疫情期间线上教学心得”评选了

10 个优秀奖；对学生的“线上教学学习心得”的评选分别设定了

一、二、三等奖，最终来自 C190120 班的王萍、吴琦两位同学获得

了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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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充分利用线上教学的优势，专门成立了由具有多年开发工

作经验的刘颖老师指导的 Web 项目开发特训班。项目班从成立之

初，同学们就通过真实的开发案例的项目学习，因此学生学习积极

非常高。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同学们学习有了很大的进步。为鼓

励大家，树立榜样，激励他们更好的学习，在项目班中进行的评优

活动。以下学员：B190101 熊焱、B190102 谭炳昊、B190108 许佳、

B190108 王梦婷、B190108 陈文财、B190109 胡大军、B190110 林志

勇，获得 Web 项目开发特训班“优秀学员”称号。

"新""老"教师交叉听课，互助互帮，共同进步成长

新学年开学，教学以及各项工作步入正轨，但对于软件工程学

院新学期的教学而言，也存在着很大的压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本年度学院大幅度的引进人才，新入职教师的人数达到了 20

多人。新入职教师很多是有着丰富企业开发经验的企业工程师，甚

至是企业的高管、技术主管，还有来自于其他高校以及相关教育培

训机构的老师，也有应届的毕业生。

为了确保本学期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水平，在开学前学院举办了

多种形式的交流、学习活动，包括说课交流比赛，构建以老带新的

教学小组团队等等。但是，在教学工作全面开始之后，教学效果到

底如何，学院需要进行一步的进行跟踪，及时了解老师们的教学情

况以及学生的反馈效果等。学院部署安排了“新”“老”教师交叉

听课的整学期计划，要求每位老师每周要至少进行 1 次交叉听课，

鼓励新入职教师多听课。

在听课的过程中，每位教师要进行听课记录，“新”“老”教

师使用的是不同的听课表。每位老师要及时将听课表上交至教务

科，并且教务科要及时根据听课表的意见与建议，进行及时的反

馈。目前此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新老师非常注重此项工作，不少

新老师在没课的时间，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听一些高职称、有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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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课，并且积极向“老”教师请教。通过开展此项活动，新教

师可以很快的进入教师的角色，有的放矢的开展教学活动，使学院

师资团队的整体平稳过度得以顺利实施。

我院举办多场多种形式的区块链学习研究交流分享

依托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与先锋软件集团在区块链的研究与

应用上的成绩，我院也积极参与到区块链技术的研究与学习中。基

于暑期放假前部署的新入职教师的区块链的研究与学习的任务，以

及学院的老师对于区块链技术的兴趣与热情，我院在开学之后，举

办了多场多种形式的区块链学习、研究交流分享活动。

1、积极参与区块链项目的申报与研究。虽然我院的主专业定位

在软件工程专业，但对于区块链技术与应用而言，与软件工程专业

是紧密相关的。在范红铭院长与柴亚辉博士带领下，我院多位教师

积极参与到区块链的项目的研究与申报中，在暑假以及开学后，先

后完成了江西省科技厅 03 专项项目中智慧教育项目的申报，我院教

师共参与两项区块链智慧教育项目的申报，其中一个项目通过了初

审，正在准备企业省里进行答辩的工作。

我院的年轻教师在柴亚辉博士带领下，还完成了一项工信部区

块链安全示范项目的申报，并且在 9 月 22 号，去北京参加了工信部

里的答辩。我院教师还参与了李旺根校长的法治江西的区块链+政法

的司法专项项目，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了中期研究报告。

在此基础上，我院还将组织教师在 2020 年度江西省教育厅科学

技术研究项目上积极准备与申报区块链项目的科技项目。

2、举办多场区块链为主题的交流分享活动。在开学后，已经组

织了 3 场新入职教师区块链学习研究分享交流活动。每位参与的教

师都认真的准备了分享交流材料，每次交流活动新入职教师都积极

参与，认真倾听与积极交流、探讨。参与的老师，从多个视角，来

对区块链技术与应用进行研究与剖析，虽然大部分老师对于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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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与研究刚刚起步，但也展现了浓厚的兴趣与欣欣向荣的势

头。除了新入职教师区块链交流分享活动外，还组织了新入职教师

中曾经有过区块链开发经验的老师，进行了区块链专场的交流汇报

活动，在交流中，无论是学院领导，还是专业教师，都进行了热烈

的讨论以及思想碰撞，进一步提升了对区块链的认知与信心。

3、开展与区块链相关的基于软件工程专业为背景的区块链技术

的课程与人才培养方面的规划与探讨。这其中包括参与学校的区块

链的对外培训的工作；参与区块链通识课的建设工作；参与区块链

期刊的建设与编辑工作；参与区块链专业课程的规划与建设工作。

多方努力齐动员，我院做好新生入学的各项工作

为做好 2020 年迎新工作，软件工程学院根据学校相关工作要

求，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抓细抓实迎新工作安排，全

力做好新生开学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昂扬的精神风貌做好迎新布

局，为新生创造温馨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软件工程学院坚持“安全第一，稳妥有力，科技结合”的原

则，首先对 2020 级数 1000 多名新生主动开展迎新服务工作，利用

学院开发的“报到”微信小程序，全面精准掌握每一位新生的报到

信息。此外，为了新生能够安全、按时、有序到校，学院还在寒假

期间进行了“迎新”活动的网页开发比赛，相关的作品持续不间断

推送校院相关疫情防控要求与入学指南，为新生入学保驾护航。同

时，为确保新生到校能尽快适应校园生活环境，以及了解自己大学

学习的专业核心技能，软件学院持续推送“我的大学”系列文章。

9 月 13 日，学院领导、辅导员深入学生宿舍排查安全隐患，检

查宿舍环境卫生。此外，学院安排的数十位专业老师为新生做好入

学注册报到和信息咨询工作，实行“点对点”联系机制保证精准报

到率，并将“服务”、“育人”精神贯穿迎新工作全过程；身着紫

色 T 恤的热情的志愿者们为减轻新生入校负担主动协助搬运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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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际行动诠释志愿者精神，让新生尽早顺利入住，感受到温

暖。

9 月 13-15 日晚，学院为每个专业举办了专业的讲座，辅导员

详细解读我校 2020 年秋季学期新生入学须知，并重点强调了新生日

常安全管理、防诈骗、防信息泄露、防宗教渗透、新生入学各项信

息数据采集、疫情防控安全知识考试等相关注意事项。此外，辅导

员还就同学们普遍关心的入校后学习生活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9 月 16 日晚，软件工程学院隆重举行 2020 级新生开学典礼和

专业导学，安排了 10 多位企业开发出身的老师，举办了专门的讲

座，为新生们坚定“学习软件，报效祖国”的信念、树牢爱国荣校

荣院意识、迅速适应大学生活打下良好基础，帮助新生更好了解所

学专业，明确学习目标、任务和特点，理清“专业是什么，专业学

什么，专业怎么学”的问题，提升新生归属感、认同感和幸福感。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软件工程学院全体师生众志成城，全力

以赴做好新生开学各项工作，为新生提供安全、健康、温馨的学习

生活环境。

继续师资招聘，我院教师团队迎来更多“新大咖”

新学期伊始，软件工程学院师资招聘硕果累累，我院教师队伍

大咖云集，为软件学院教师队伍带来了一股清风，为同学们请到了

业界优秀的老师队伍。

大咖一:刘凯威老师熟悉 C#、C++、JS、TypeScript、Python

等众多编程语言，对 3D 图形编程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擅长于游戏

前后端开发，微信小游戏，微信小程序，移动 APP，vr、ar、微

信、区块链技术。他思维逻辑严谨，具备中型项目的架构经验，有

数十万行代码撰写的经验。

大咖二:朱於峰老师能熟练使用嵌入式芯片，进行产品开发。从

51 到 ARM 芯片都有丰富的实际产品应用经验。能熟练使用 C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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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PLM 语言、micro python 语言等进行开发设计。在物联网、

ZigBee 技术、Arduino 开发、Altium(Protel)、HMI 触摸屏人机界

面的开发方面，都有丰富的实际工程项目经验。

大咖三:张立雄老师来自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独立主导投标运营

商项目 20+个，主持 MT IPTV 数据中心扩容，非洲毛里求斯、马达

塞舌尔 airtel IT、愽茨 Bofinet 数据中心建设，BTC 数据中心扩容

等项目。对 SFC 系统流程设计与 MSE SFC 应用系统的开发，网站及

数据分析，测试系统，分析维修系统，品管系统的开发上有多年的

实践经验。

大咖四:涂小强老师精通 C++、Go、Java 语言，熟悉 Python 语

言，对 Linux、Windows 下编程，QT 界面开发库非常熟悉，有 4 年

区块链行业经验，精通使用公有链、联盟链、私有链相关技术，拥

有 4 项区块链发明专利，2 项移动 APP 类发明专利；有 15 年的企业

工作经历。

大咖五:胡桂虹老师是资深教学主管、Java 培训讲师、Java 开

发工程师。精通 Java 桌面程序开发，后端 JavaEE 开发，Web 前

端技术，Html+Javascript+CSS、jQuery、ajax 等开发技术；具有

多年项目开发经验、教学经验相当丰富，主讲 Android 和 JAVA 方

向高阶段课程，是懂技术、会讲课、有激情、负责任的实战型讲

师，深受学生好评和客户认可。

大咖六:徐国庆老师来自于深圳环球雅途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高

级程序员，国家系统架构设计师，他主要负责技术架构改进和算法

标准研究，结合各种设计模式对系统进行架构缝合，成功地解决了

系统架构升级与改造。完成了多家省级银行的架构设计工作，具有

18 年企业工作经历。

以上是软件学院大咖中的一些代表，相信这些大咖的加盟，会

让软件工程学院无论是在教学、科研、校企融合、项目开发以及教

学改革上都会信心满满，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