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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师范学院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2019年 9月 16日下午，鞍山师范学院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会议。学校党委书记闵霄同志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动

员部署。鞍山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十五指导组组长英腹生同

志出席会议并讲话。鞍山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十五指导组成

员、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全体教职工党员、部分学生党员代表，以及部分非党中

层干部参加会议。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刘庚炜同志主持。学校党委书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闵霄同志在讲话中指出，会议的

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暨第

二批部署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对主题教育的工作安排，对我校开展主题教育进行

全面动员部署。 

闵书记强调，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饱满的政治热情开展好主题教

育，把中央确定的目标任务全部落实到位，把省委、市委做出的具体安排全部落

实到位，扛起“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学校内涵式发展，奋力谱写新时代鞍

师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早日把我校建成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地方高水平应用型

大学而努力奋斗，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市委第十五巡回指导组组长英腹生代表市委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就做好学

校主题教育工作讲了六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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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教育——理论研究 

初心向党 献礼祖国 ——鞍山师范学院举办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暨“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党日活动 

 
 

9月 26日下午，由中共鞍山师范学院委员会主办的“初心向党、献礼祖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暨“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党日活动在学校

国学中心举行。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全体中层党员干部参加了党日活动。 

 

校党委书记闵霄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学校各级

党组织、各单位始终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

自己的使命担当。二是广大教师要始终把良好的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三是广

大党员干部要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切实转变作风。 

主题党日活动在全场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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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师范学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暨思政课一体化

创新实践理论研讨会成功举办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全面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深化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与发

展，探索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有效路径和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由中

共鞍山市委宣传部、中共鞍山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和中共鞍山师范学院委

员会主办，鞍山师范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和马克思主

义学院承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思政课一体化创新实践理论研讨

会”于 2019 年 9 月 28-29 日在鞍山市四海大酒店隆重举行。来自部分省市、

辽宁省内各高校的专家、学者和部分鞍山中小学教育的校长及教师代表共

计 100 余人参加了此次论坛。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肖明江同志、

光明日报教育部副主任朱振国同志、中共鞍山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成

刚同志、中共鞍山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佩泉同志、中共鞍山师范学院委

员会党委书记闵霄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冯宝忠教授主持。 

中共鞍山师范学院委

员会党委书记闵霄同志代

表鞍山师范学院在致辞。

学校党委将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发

展理念，把握发展主线，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强化内涵建设，推进

改革创新，夯实基础建设，

弘扬人文传承，全面推进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努力建设教师教育特色鲜明

的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继续努力探索和尝试从“小思政”走向“大思

政”的有效路径，努力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双向驱动，从而

提升我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实现铸魂育人的培养目标。闵霄书记强调要

通过研讨开阔视野、开拓思路、相互学习、相互提高；通过交流促进工作、

增进友谊、分享经验、凝聚共识。把研讨会成果转化为深化我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改革创新与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我校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河北大学柴素芳教授做了题为《以微电影为载体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

亲和力与实效性》的专题讲座。 

辽宁师范大学马宝娟教授做了题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思

考》的专题讲座。 

山东大学的徐艳玲教授做了题为《点燃学生心灵深处的理想火种

——KMP 模式：思政课知识——方法——境界的教改实践探索》的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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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2019 年 9 月，鞍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党总支、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党总支

研究生学院党总支、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发展规划与质量监督处党支部等院系部

门纷纷开展理论学习、主题教育读书班、主题党日活动、学习刘娟同志的先进事

迹等活动。 

“初心永在 歌唱祖国” 

——音乐学院开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党日活动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党建促发展，

不断提高师生政治素养，9 月 23 日 12 点 30 分，音乐学院在国学中心举行“初

心永在，歌唱祖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党

日活动。 

 

校党委组织部部长陈学宽、音乐学院

领导班子成员、全体师生党员、教师和

学生代表参加了此次主题党日教育活

动。本次主题党日教育活动由主题活动

仪式和文艺演出两部分组成。 

在活动仪式上对音乐学院贫困生进

行了第九期捐助，为 14名贫困生每人资

助 500元“音乐学院教工爱心助学金”，

本次共捐助 7000元，通过捐助旨在激励

受资助学生在音乐学院教师爱心感召

下，克服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励志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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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初心故事，厚植爱国情怀 

——教科院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党日活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继续稳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活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来临之际，9月 25日晚 6点，教科院在校学

术报告厅举行“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党日活动，这是教科院为 2019 级新同学精

心准备的开学第一课。 

 
 

 

此次“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党日活动，邀请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刘敏老师作题

为“聆听初心故事，厚植爱国情怀”的主题报告。刘敏老师从理解和领会主题教

育的忧患初心、体会和感悟共产党人的信仰初心、拷问和守护自我人生的选择初

心三个方面，讲述中国共产党发展历

程中胸怀初心、不懈奋斗的故事，激

励大家厚植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

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前行。教科院全体

党员师生、党积极分子、学生干部及

2019 级新生参加了此次主题党日活

动。全体师生认真聆听刘敏老师的精

彩报告，对党中央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初衷有了

更加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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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初心、歌唱祖国--鞍山师范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暨“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党日活动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鞍山师范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党总支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上午

9:00 组织全体教师党员及 2019 级

全体新生举行“坚守初心，歌唱祖

国”主题党日活动。鞍山师范学院

党委副书记栾培新，学生工作部部

长、学生处处长白雪峰，后勤工作

管理处处长胡涛，武装部副部长、

保卫处副处长王运生出席了本次

活动。活动由高职院党总支书记祝

力维主持。 

 

高职院 1800 余名师生组成恢

弘方阵，伴随着“祖国啊，我亲爱

的祖国”三位党员老师满怀深情的

领诵，伴随着中国传统乐器古筝那

行云流水的旋律，全体高职人高举

红旗放声歌唱，《我和我的祖国》

在天际回响。 

 

 

 

 

由 2019级新生组成的方阵“中国”和“70”图标，宛如高职人拥入祖国的怀

抱，尽情道出源自心底的深深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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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教育——典型示范 

学习时代楷模刘娟 努力践行榜样精神 

——研究生学院党总支组织学习刘娟同志先进事迹 

 

 

9 月 26 日上午 10 点 30 分，研究生学院党总支组织在校的全体党员认真学

习《鞍山日报》上“辽宁好人·时代楷模”灵西社区党委书记刘娟同志的先进事

迹。首先，由徐雁书记领学，然后组织大家研讨，刘娟同志视广大社区居民为亲

人，竭尽全力帮助鳏寡孤独、身处绝境的人，每位党员无不被其无私奉献的精神

所感动，大家深有感触，决心向刘娟同志学习，坚定为民服务的宗旨，立足本职

工作，为我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及导师和研究生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其实，早在

我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准备之初，研究生学院就曾在暑假及时为

七个领域的专业教室都安装了网络设备，改善了专业教学条件，而且由张成相老

师带领 2018 级研究生将教室进行了彻底地清扫。九月份开学以后，研究生学院

还专门将会议室的沙发和茶几搬到了走廊上，为同学们提供了更加方便舒适的休

闲空间。 

通过学习刘娟同志的先进事迹，研究生学院的广大党员教师努力学习榜样精

神，进一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力争培养出德才兼备、心中有爱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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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室共建，爱心助学 

与你一起，为爱前行—发展规划与质量监督处爱心助学捐赠仪式 

9月 27日，发展规划与质量监督处处长于福军、副处长王丽娟、朱世玉老师

来到社会发展学院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展爱心助学捐赠活动。社会发展学院卜

振友院长、郑激宇书记、王大伟副书记、辅导员李杨和部分学生代表参加。 

 

于福君处长表示，在学校开展的一对一对接帮扶工作中一直在关注着学院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成长，希望借此机会能够在学习生活等方面给予同学们一些帮

助，在同学们成长过程中尽一份绵薄之力。此次爱心助学捐赠仪式，让学院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感受到了来自学校的关怀和温暖，同学们将会带着这份爱心在今后

的学习与生活上更加努力前行！ 

 

笔墨飘香庆华诞，寄语箴言书师情 

——教师教育中心开展主题庆祝活动 

9月 26日，教师教育中心开展“笔

墨飘香庆华诞，寄语箴言书师情”师

范生钢笔字书写展示竞赛。发展规划

与质量监督处处长、教师教育中心主

任于福君老师出席本次竞赛。竞赛由

2017级“卓越教师培养”实验班负责

开展实施。学校 15个师范专业推荐学

生和 2018级“卓越教师培养”实验班

学生近百名选手参与竞赛。 

 

竞赛结束后，辽宁省师范生两笔字考核专家、学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三笔

字评委、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孙秀鸿老师对优秀作品进行点评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