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29 日至 30
日，广西大学实验室建设
与实验教学迎评冲刺阶
段热点难点问题研讨会
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有
各学院主管实验室建设
与实验教学的副院长、实
验中心主任。副校长韦化
教授出席会议。会议由实
验设备处处长易亿筹主
持。

会上，实验设备处副
处长秦钢年和王东恩分
别针对我校目前在实验
室建设与实验教学中存
在的薄弱环节提出整改
措施，对教育部评估专家
组进校前的各项准备工
作进行了部署，他们要求

各学院要切实重视实验
室建设与实验教学工作，
认真、高效率地提前完成
各项任务。韦化副校长在
讲话中肯定了各学院此
前在实验室建设和实验
教学中所做的努力，明确
了近期工作方向，并鼓励
各学院要以百倍的信心
迎接教育部的本科教学
工作水平评估。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
还围绕综合性设计性实
验、实验室开放、基本技
能测试、亮点与特色等热
点难点问题进行了广泛
深入的探讨，达成了共
识，明确了目标。

（实验设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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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多月的评选，广西大学
2005 年度“我心目中的好老师”评选
活动于 11月 4日划上圆满句号。39名
优秀教师从复选阶段的 60 名候选人
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年度最受
学生欢迎的”好老师”。其他的
21 名候选老师获得了”我心目
中的好老师”提名奖。

按照 “大四 20%、大三
50%、大二 30%”的比例，本届“我心目
中的好老师”评选活动在全校范围内
共发放调查问卷 5010 多份，回收 4735
份，回收率 94.51%。评选出来的“好老
师”涵盖了教学、科研和管理等岗位的

教职工，其中，图书馆
和研究生院的教职工
首次纳入其中。在获奖
名单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化学化工学院的袁天佑老师，他从
1996年入选了第一届“我心目中的好
老师”以来连续 9年当选，成为获奖次
数最多的“好老师”。

为了更好地体现公平、公正、公开
的评选原则，本届评选活动进行了不
少创新和改革，校学生会专门成立了
由校学生会常委成员、部分学院学生
会干部及同学代表组成的评选小组，

负责评选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此外，
本次评选活动首次分初选和复选两个
阶段进行。初选由各学院组织同学评选
出 2—3名候选老师，再由全校同学对
候选老师进行复选。在复选阶段，校学
生会特别开通了网上投票通道，增加了
同学们参加评选的渠道。
“我心目中的好老师”评选活动从

1995年开始，
至今已评选
出 200 多位
最受同学们
尊敬和喜爱

的“好老师”。这项活动的开展在全校
师生员工中进一步弘扬了“尊师重教”
的优良传统，促进了优良校风、学风的
形成，提高了教学质量。

（邓微微 覃冠玉）

经各学院自评、推荐，学校评审
委员会审定，我校 2005 届本科毕业
设计（论文）及优秀工作学院于日前
评出，104 篇论文、5 个学院榜上有
名。

机械工程学院冯振杰的《步进电
机驱动的机器人及其 PLC 控制系统
设计》等 104 篇毕业设计（论文）为
2005 届校级本科优秀毕业设计 （论
文），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学
院、林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数学与信
息科学学院等五个学院为 2005 届本
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优秀学院。
其中，商学院以 12篇的优秀论文数
独占魁首，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和化学
化工学院各以 10 篇的优秀论文数并
列第二。

学校在 《关于公布广西大学
2005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优
秀学院和校级本科优秀毕业设计 (论
文)的通知》中强调，希望各学院进一
步强化质量意识，认真抓好毕业设计
（论文）环节，加强实践教学工作，全
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一丁）

2005年度“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评 选 结 果 揭 晓

2004年度广西新闻奖、优秀新闻工作者
颁奖大会在我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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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日晚，我校 1000 多名
学生党员和干部在校大礼堂参加
了“广西大学学生党员‘扎实深入
整顿提高推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
工作大会”。校党委副书记李继兵
在大会上做了工作报告。

李副书记在报告中说，目前我
校已经进入教育部对我校进行本
科教学评估的最后冲刺阶段，大家
一定要鼓足干劲，力争使学校在评
估中达到预定目标。在讲话中，李
副书记强调了评估对我校本科教
学及发展大计乃至整个广西高等
教育的重大意义，希望每个同学都

要具备大局意识，树立“校荣我荣，
校辱我辱”的观念，从我做起，自我
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共同为
评估而努力。会上，李继兵副书记
还着重强调了学生党员和干部在
此次“迎评”工作的先锋模范作
用，要求学生党员和干部真正行动
起来，做好组织和动员工作，发动
身边所有同学，以主人翁的意识、
以爱校荣校的精神，积极参与迎接
评估的工作。

在报告中李继兵副书记还客
观地分析了目前我校教学、学风及
学生素质方面的不足，说明了我校

目前评建工作现状和进展。最后李
副书记对全校同学提出了几点要
求：一是要进一步明确评估的目的、
意义和评估与自身的关系；二是要
认识并提高全体师生的评估意识；
三是要自觉遵守校规校纪，形成良
好的校风；四是要树立良好的个人
形象，言行举止要文明大方；五是
要更加积极地参加学校组织的科
技文化活动；六是与专家交往中摆
正姿态，充分展现西大学子的风
采；七是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成
良好的作息习惯。

（黄堃 梁萍）

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织评选的
首届“全国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近
日揭晓，我校高等教育研究所被评选为
首届全国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成为
广西高校中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旨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
“科教兴国”战略方针，促进教育决策
的科学化、民主化，落实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研究机构建设
的意见》精神，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研究
机构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积极

作用，鼓励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组织开展
群众性教育科学研究活动的积极性，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于 2005年年初开展了
首届“全国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评
选活动。经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专家委员
会终审，共确定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清
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厦门大学教育研究
院、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等
69个单位为首届全国优秀高等教育研
究机构。 （评估办）

11月 8日晚，我校大礼堂内欢歌
笑语，座无虚席。由广西新闻工作者协
会、广西新闻学会主办的 2004 年度广
西新闻奖颁奖、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
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大会由广西新
闻“两会”常务副主席、常务副会长、
广西日报副总编辑黄奇志主持，我校
党委书记余瑾致欢迎词，自治区党委
副书记李纪恒、党委宣传部部长沈北
海，以及来自广西电视台、南宁电视
台、广西日报、南国早报、桂林晚报、北
海日报等广西各新闻单位的领导、获
奖代表和我校文化与传播学院师生共
同出席了本次颁奖表彰大会。广西新
闻工作者协会、广西新闻学会主席、会

长李启瑞代表广西新闻“两会”给
我校赠送了纪念品“雄鹰展翅”。
大会表彰了 2004 年度中国新闻奖
4件、广西新闻奖 443件、广西优秀
新闻工作者 38名。其中，我校文化
与传播学院商娜红老师的《美国新
闻职业的危机及新气象》、靖鸣老
师的 《社会问题的特性及媒体把
握》分别获得了广西新闻奖新闻论
文作品类一等奖。

为庆祝第六届中国记者节，当晚
我校师生还为来宾们献上了一台精彩
纷呈的文艺晚会。欢快激扬的英文歌
曲合唱《东西方的和谐相会》、外国留
学生深情并茂的配乐诗朗诵《我爱你，

中国》，具有浓郁文化气息的现代舞
《索》，还有活力四射的健美操《激情
飞扬》等节目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
掌声，精彩的演出把庆祝活动推向了
高潮。（覃冠玉 邓微微）

10月 31 日下午，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
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及广西日报、广西
电视台、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等 11家中央及自
治区媒体的记者来到我校，就我校先进性教育
主题实践活动开展的情况进行采访。

在君武馆第一会议室，校党委副书记李继
兵介绍了我校开展主题实践活动情况。在今年
的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校以“培养合格的接
班人，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为主题，开展了以
“树立教职工党员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
人的新形象，树立当代大学生发奋学习立志报
国的新形象”为内容的主题实践活动，其中有：
开通“绿色通道”，让贫困生感受党的温暖；
“把温暖送下去，把问题带上来”慰问老党员、
困难党员活动；“发挥高校优势，带领群众奔小
康” 科技大篷车行动、科普扶贫活动；“三走
进，三了解，三提高”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等。同时，实施了“灵魂、修身、成才”三大工
程，把教师员工的聪明才智凝聚到学校的建设
与发展上来，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成才报国
上来，努力探索“党员受教育、群众得利益”的
长效机制，使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了实实在在
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我校还结合先进性教
育举办多种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学术会报告
会、座谈会，邀请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来到我校，为大学生做题为
《音乐、艺术、人生》的精彩讲座。

记者们还采访了我校参加主题实践活动
的学生，参观了我校先进性教育宣传板报。

（李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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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李纪恒(右一)与晚会
演出人员亲切握手。 （黄南 摄）

月 日，我校校长唐纪良（右二）与
加拿大尼比星大学校长 （左二）
代表两校签订友好合作协议书。（黄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