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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福清书记带队赴岫岩县开展
“学前教育送教下乡”

本报讯 8 月 22 日上午，由
辽宁省教育厅主办，我校承办的

“学前教育送教下乡”第四期专
场培训在岫岩县举行。省教育厅
副厅长王庆东、学前与高中教育
处处长陈宝祥，我校党委书记宫
福清，鞍山市副市长陈守义、市
政府副秘书长张大军、市教育局
副局长何玉春、学前教育处处长
王留珂，岫岩县委书记萧爱武、
县长孙鹏宇、教育局局长王明奎
等出席开班仪式。仪式由岫岩县
政府副县长张晓梅主持。全县近
800名幼儿园教师参加仪式并将
接受菜单式精准培训。

会上，岫岩县县长孙鹏宇、鞍
山市副市长陈守义先后讲话，向省
教育厅积极关心农村学前教育发
展表示感谢，向我校提供高质量培
训服务以及向受灾幼儿园提供物
资捐助表示由衷敬意和衷心感谢，
并从各自工作层面对学前教育工
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与希望。

宫福清书记在开班仪式上致
辞，他向参训的园长老师致以亲

切问候，向省教育厅对我校的充
分信任表示衷心感谢，向鞍山市
和岫岩县教育局一直以来对我校
发展建设的支持表示诚挚的谢
意。宫书记简要介绍了我校基本
情况、办学优势和特色，并就我

校近年来多措并举提升现代教师
教育质量进行了说明。宫书记指
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现
代大学的主要功能之一，作为辽
宁省教育事业联盟的理事长单
位，辽宁师范大学将组织和引领

全省师范院校，拓展视野、提升
站位，共同为我省基础教育改革
与发展凝心聚力、建柱架梁！

会上举行了捐赠仪式。我校
基础教育教材研究与教师培训中
心常务副主任、辽宁师范大学出
版社社长王星代表学校向岫岩县
教育局捐赠图书及儿童被褥。

王庆东副厅长在开班仪式上
作了讲话。他指出，近年来，省
教育厅坚持把发展学前教育作为
民生工程和教育的重要任务，此
次专项培训就是落实省委省政府
坚决打赢全省脱贫攻坚战役的有
效举措。王庆东副厅长对我校此
次在岫岩受灾后开展送教到县，
精心策划组织培训给予充分肯定。

开班仪式后，王庆东副厅
长、宫福清书记深入岫岩县前营
镇中心幼儿园、岫岩县第一幼儿
园进行调研与慰问。心理学院刘
文教授进行首场培训。我校党政
办公室、党委宣传部、教务处、
基础教育教材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
相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 （司齐）

本报讯 9月 11日上午，六盘水师范
学院党委书记周斯弼、校长何林、副校长
彭望书、黄保红一行 9人来访我校，我校
党委书记宫福清、校长李雪铭在主楼301
会议室会见来宾，学校相关部处、学院负
责人参加座谈。

会谈中，宫福清书记回顾了两校 17
年的合作历程，从建校历史、顶层设计、
学校规模、办学层次、学科建设、专业设
置、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介绍了学校
基本情况，表达了希望双方在以往良好
合作的基础上拓展合作空间，加强交流，
促进共同发展的美好意愿。

周斯弼书记介绍了六盘水师范学院
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及未来发展方向，对我
校长期以来在师资培训、干部培养、研究
生培养、本科生交换学习等方面给予六盘
水师范学院实质性的、有效的帮扶表示感
谢，同时希望我校在高端人才引进、研究
生导师队伍建设、留学生招生与培养等方
面为六盘水师范学院提供支持。

六盘水师范学院校长何林结合名师
队伍建设、研究生教育拓展、国际合作办
学等具体问题提出了合作的新思路，希
望双方共同努力，发挥优势、挖掘资源，
开展更广泛的合作。

我校校长李雪铭表示，双方长达 17
年的合作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深入，大家
要共同努力，把合作项目扎扎实实地开
展好，将这一良好的传统发扬光大，实现
双方共赢。

与会人员还就各自分管工作进行了
具体细致的交流。 （伊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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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7日下午，学校在主楼301会
议室召开座谈会，热烈庆祝第 33个教师节。
学校党委书记宫福清，校长李雪铭，副校长刘
向军、朱成利，纪委书记肖继光，总会计师宋述
龙出席会议，29位教师代表、机关相关部处负
责人参加座谈。座谈会由副校长刘向军主持。

参会教师涵盖了学校各个学
院，有刚入职不久的青年教师，也有
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了几十年的老
教授，有一线专任教师，也有教辅人
员代表。座谈会上，8 位发言老师
结合各自的工作经历，结合学校近
年来的发展变化，畅谈了为人师表
的深切体会，表达了对学校的感恩
之情、对学生的深切爱意，同时对学
校在人才培养、资源配置、教学环境
改善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
议。

李雪铭校长代表学校向全校教
师致以节日的问候。他结合个人成
长经历，与大家分享了从教多年来
的感受与体会，通报了学校近期的
工作情况，并从教师和校长两种角
色对全校教师提出了殷切希望，李
校长希望广大教师以育人为第一要
务，以治学为第一追求，同心同德，
共谋学校事业发展。李雪铭校长的
讲话引起与会教师的强烈共鸣。

党委书记宫福清表示，在听了
与会教师的发言后，深受感动，感动
于大家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坚守；
感动于大家对学校工作的支持和理
解、包容与期待；感动于大家对学生
的倾情奉献，对学生真切的爱。同
时，宫书记从怎样做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四有”好老师、做好学生引
路人的角度，谈了 4 点看法与大家
共勉。第一，一定要把理想信念作
为根本。第二，一定要把道德情操
作为前提。第三，一定要把扎实的
学识作为基础。第四，一定要把仁
爱之心作为关键。 （纪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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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24日，辽宁
师范大学 2017年暑期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
暨干部培训班在学术报告厅
开班。校党委书记宫福清、
校长李雪铭、党委副书记李
培山、副校长朱成利、纪委
书记肖继光、总会计师宋述
龙以及全校副处级以上干
部、正处级调研员参加培
训，会期一天。党委副书记
李培山主持会议。

大连海事大学博士生导
师曲建武教授以《加强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办好人民满
意的高等教育》为题作了专
题讲座。他结合多年来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管理实际与辅
导员工作经历，从“为什么
要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工
作，怎样加强高校的思想政
治工作”两个方面介绍了自
己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认
知与实践。他同时联系自身
30 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
来，扎根一线辅导员工作岗
位积累起来的大量的 、鲜活
的、接地气、富有时代感的
案例，生动诠释了做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感、使
命感、获得感，为广大干部
进一步深入理解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起到了
积极的提升和引领作用。

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李玉珂教授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 7.26 讲话精神，为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奠定思
想理论基础》为题作了专题
报告。他分析了 7.26 讲话的
背景及主要内容，认为习近
平总书记 7.26 重要讲话是一
篇政治宣言、一份成绩总
结、一份庄严承诺、一份工
作指南、一篇警示公告。他
围绕把握讲话精神的几个基
本点，从出发点、聚焦点、
着重点、立足点、落脚点、
闪亮点 6 个方面，深入解读
了习近平总书记 7.26 重要讲
话精神，为全体党员干部深
刻理解、准确把握总书记讲
话的精神实质提供了很好的
思路。

党委书记宫福清以《‘站
位’‘定位’‘进位’助推学校事
业新一轮跃升发展》为题作
了专题报告。报告从“提升

政治站位，把握办学方向；
明确办学定位，领会核心要
义；全力争先进位，促进事
业发展”3 个方面讲述了高
校的责任、使命和担当，为
学校中层干部上了一次生动
的、高质量的党课。

宫书记首先从“站位”
“定位”“进位”三个关键词
的设定切入主题，突出强调
了“政治站位”的核心地
位。宫书记指出，要提升政
治站位，把握办学方向，必
须要用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育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必须要在高等教
育改革发展新形势下坚定信
心、保持定力、开拓奋进；
必须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工
作，切实推动思想政治工作
创新发展。

围绕“明确办学定位，领
会核心要义”，宫书记要求全
体党员干部要从学校的生存
理由、生存动力、生存期望上
高度重视学校的目标定位，要
深入认知，高度认同，全力践
行学校的办学目标定位。

围绕“全力争先进位，

促进事业发展”，宫书记强
调，必须在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
与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等
5 个方面实现进位。同时指
出，要实现相关工作进步，
关键还要人才工作进位。学
校要继续加强高端人才的引
育并举，不断创新机制体
制；要继续加强干部队伍建
设，在校园内努力实现“有
集中有民主、有纪律有自
由、有统一意志有个人心情
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和干事创业的大好环境”。

宫书记希望全体党员干
部正确认识自身身份，明确
职责，牢记使命，努力做到
心中有信仰、有大义、有敬
畏，有家国、有事业、有师
生，以“一心一意抓党建，
聚精会神谋发展”为工作理
念，全力践行学校“12345”
工作格局，弘扬正气，振奋
精神，尽职尽责，尽心尽
力，努力开创学校工作新局
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伊霖）

学校举办2017暑期中心组扩大学习
暨干部培训班

司齐司齐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