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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20日，教育部教师
工作司司长王定华、教师保障处处
长唐筠、综合处副处长王炳明一行
3人来到我校调研，大连市教育局
副局长鞠振伟陪同调研。

上午，王定华司长一行应邀出
席在我校举办的首届华应龙和化
错教育研讨会，并以《名师的专业
成长》为题作了特邀报告。

我校校长韩增林出席大会并
代表学校致辞。韩增林校长说，
2001年，辽宁师范大学举办了首批

全国小学数学国家级骨干教师培
训班，华应龙老师是这个班的班
长。15年后的今天，他们重新在辽
宁师范大学聚首，领衔发起本次研
讨会，必将促进我国小学数学教育
质量的不断提高，培养出一批新的
教学名师。韩校长表示，今年正值
我校建校65周年，举办此次研讨会
是对我校人才培养的充分肯定,希
望各位领导、专家、老师们一如既
往地支持学校的发展与建设，使我
校能够为辽宁省乃至全国普教事

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定华司长在报告中指出，“十

三五”时期，基础教育要重点做好促
进共享、提高质量、改进治理、提升
品质、建设队伍等5个方面的工作。
他鼓励广大教师确立成为教学名师
甚至教育家的自信，他认为，具备纯
粹的教育信仰、宽广的人文胸怀、强
烈的创新意识、过硬的专业能力、成
功的教育实践等5方面的基本素质
就可以称为教育家或通向教育家台
阶的名师。王定华司长强调，教学

名师的成长主要靠教师自身的不懈
努力和探索，同时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和有关方面要为教育家的涌现提
供支持和帮助，一要明确导向，二要
开展培训，三要搭建平台，四要营造
氛围，五要加强保障，六要提出要
求。王定华司长表示，“十三五”期
间，国家搭建了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的广阔平台，教育事业的先导性、基
础性、全局性也必将更为凸显，希望
能产生一批全国公认的教学名师、
教育家。 (下转B版)

本报讯 9月 2日上午，我校在
学术报告厅召开巡视整改工作推
进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学
习贯彻省委要求，全面落实2016年
8月26日召开的省委管理高校巡视
整改工作推进会精神，根据推进会
所提出的辽宁高校普遍存在的问
题，结合省委巡视组对我校巡视情
况反馈的意见，在前一阶段整改落
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我校巡视
整改工作。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全
校处级干部及正处级调研员参加
会议。会议由校长韩增林主持。

党委书记宫福清代表学校党
委从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做好巡
视整改工作的政治责任感；聚焦我
校巡视反馈的重点问题，深入推进
巡视整改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切
实把巡视整改任务落到实处等 3
个方面对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进
行部署。

宫书记强调，深入推进巡视整
改工作，要紧紧围绕巡视组反馈的
问题，牢牢把握“改”这个关键，按照

“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
回音”的要求，在真改、深改、彻底改
上下功夫，切实做到解决问题、堵塞
漏洞、完善制度、改进工作。针对要
着力解决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
识淡薄、贯彻民主集中制有时还不
到位等12个方面的问题，学校党委
提出了整改意见和措施。

学校党委要求，切实把巡视整
改任务落到实处，一要落实整改责
任，二要健全完善整改工作机制，
三要注重做好统筹结合，要把巡视
整改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结合
起来，把巡视整改工作与学校干部调整和党
组织换届工作结合起来，把巡视整改与加强
我校党建工作结合起来，把巡视整改与推动
我校教育事业发展结合起来。

韩增林校长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认真领
会、认真落实党委工作要求，对巡视整改问
题要做到真改、实改、认真改；要建立长效机
制，举一反三，巩固成果，确保整改工作不反
弹；要通过巡视整改工作切实增强全面从严
治党的政治责任，坚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强“四个
自信”，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通过巡视整改工作，
全面加强学校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学校深化
改革，全面提高人才质量，为学校“十三五”
规划目标实现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伊霖)

本报讯 9月 7日上午，由辽宁
省教育厅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张
秀丽、副处长李军以及郭莹、李丹
两位同志组成的辽宁省高校“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第三调研督查组来
到我校，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进
行专项调研督查。调研督查座谈
会在主楼 301会议室召开，我校党
委书记宫福清、党委副书记李培山
及部分师生代表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张秀丽处长简要介
绍了进行此次调研督查工作的目
的、内容。 我校党委书记宫福清
同志代表学校党委对我校“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了全面
汇报。校党委副书记李培山就此
次调研督查 13个方面的内容进行
了具体汇报。马克思主义学院党
总支书记李伟民、教务处党支部书
记肖立莉等5位同志从不同角度对
本单位组织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情况作了具体介绍。

听取汇报后，张秀丽处长对
我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给予充
分肯定。张秀丽处长指出，辽宁
师范大学“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部
署全面、措施有效、进展有序，工
作扎实，做到了以下 5 点：一是学

校党委高度重视，组织认真、领导
有力，党委充分履行了抓好党建
工作的主体责任；二是学校党委
及各党总支、各党支部能够积极
组织全体党员学习党章、党规、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学习
内容丰富，学习效果扎实；三是坚
持边学边做边改，校级、处级领导
干部积极讲党课、下基层调研，成
立宣讲团等做法值得推广；四是
坚持学做相结合，能够把“学”积
极体现在学校实际工作中；五是
以学习教育为带动，大力推动基
层党组织建设，促进了全校教学

科研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张秀丽
处长希望我校党委要进一步深入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
面贯彻落实省委召开的“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推进会的会议精神，
继续加大力度，扎实有效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

座谈会后，调研督查组还实地
查看了我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相关材料，并抽取我校党员领导干
部、教师和学生等31名代表进行了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知识考试。
(司睿山)

本报讯 9月 7日下午，我校在
主楼301会议室召开“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推进会。学校党委书记宫
福清同志、党委副书记李培山同
志、学校党务部门负责同志、各二
级单位党总支书记、副书记、组织
员同志参加会议。会议由党委副
书记李培山同志主持。

会上，机关党总支书记李小倩
同志、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
李伟民同志等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代表分别结合工作实际，就本单位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情况做

了经验交流。
党委书记宫福清同志就我校

前一阶段“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
展情况以及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和
要求做了讲话。宫福清书记指出，
我校前一阶段“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工作主要有7个特点：高度重视，
起步较早；精心谋划，多措并举；加
大投入，保障有力；领导带头，以上
率下；量化考核，全程督导；集中轮
训，做好宣讲；真学实做，成果丰
硕。宫书记同时指出，个别基层党
组织也存在着“工作开展不平衡”

“思想认识不足”“针对性不强”“上
热下冷”等问题。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部署要求，深入推进全校“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宫书记提出
4 点意见。一是要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对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提出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
强做好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二是要打牢夯实

“学”这个基础，组织广大党员学
深悟透、真懂真信真用。三是要
紧紧抓住“做”这个关键，引领广

大党员率先垂范、真抓真改真
干。四是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
导、严格工作督导，压紧压实各级
党组织的责任。

党委副书记李培山同志希望
大家认真学习和领会宫书记的讲
话精神，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严
格工作督导，压紧压实责任，使我
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取得新进
展和新成效，为我校顺利完成“十
三五”规划目标，全面推进各项事
业的蓬勃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司睿山)

本报讯 9月 12日上午，2016级学生开
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黄河路校区北院运
动场隆重举行。学校党委书记宫福清，校长
韩增林，党委副书记李培山，副校长刘向军、
李雪铭，纪委书记苏健，副校长朱成利，总会
计师宋述龙，校友代表、大连育明高中教师孙
久志，机关各部处负责同志，各学院领导、教

师代表及2016级全体本科生、研究生参加典
礼。典礼由党委副书记李培山主持。

校长韩增林代表学校向2016级全体新
同学表示欢迎，并表示学校会以厚重的办
学积淀、昂扬的发展精神，承担起大学的责
任，承载起学生的信任。韩校长希望 2016
级学生能够聚焦主业，博览群书，手不释

卷；避嚣习静，坚忍不拔，自强弘毅；襟怀坦
荡，心系天下，敢于担当，成为兼富科学精
神和人文精神的国之栋梁。

数学学院 2016 级本科生耿宁代表新
生发言，表达了秉承校训、砥砺品格，博学
笃志，发奋图强的决心。

全国优秀教师、辽宁省特级教师、我校
1989届毕业生、大连育明高中教师孙久志
代表校友讲话。他与2016级新生分享了作
为一名教师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勉励学弟学
妹们努力学习，继承辽师大的光荣传统，为
母校增光添彩。

开学典礼结束后，2016级本科生军训动
员大会随即召开。学生处处长、武装部部长
于开文主持大会。党委副书记李培山作动员
讲话。讲话明确了军训的目的和意义，并提
出了具体的要求。李培山副书记希望大家在
军训中学习军人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
上好大学第一课，为大学生活打下坚实的基
础。学生教官代表、数学学院李胜男、参训学
生代表、外国语学院熊芳仪先后发言，表达了
做好军训工作的决心。 (伊霖)

本报讯 8月27日，学校党委组织全校副处级以上领导
干部及正处级调研员在学术报告厅进行集中培训。

党委书记宫福清进行学习动员并作专题报告。宫书记
代表学校党委对处级干部调整工作做了总结,并提出3点要
求与大家共勉，希望大家做正念、敢想、善为的好干部。

第一，领导干部要有正念,即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坚定
的理想信念。宫书记用信仰、忠诚、干净这3个关键词对正念
进行了解读。要把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作为精神支柱、文化
信仰和价值追求，有了这个根本，才能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
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干事创业才能有方向、有意义。要忠
诚于党和国家，忠诚于学校和事业。要增强思想上的免疫力、
党纪国法的执行力、为官用权的约束力，成为“有为、有位、有
威”的领导干部。

第二,领导干部要敢想，即要有强烈的求发展的愿
望。敢想的 3个关键词是学习、问题、思维。要学习党的
执政理论，学习业务知识，学习身边的榜样。要以问题为
导向，学会发现问题，善于分析并解决问题。要有从全局、
长远、根本的角度去研究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战略
思维，要有开拓认识新领域、形成新认识、新成果的创新思
维。 (下转B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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