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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18日下午，学校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在主
楼301会议室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全省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会议精神。党委副书记、校长李
雪铭主持会议并讲话。校领导李
培山、刘向军、朱成利、岳崇兴、肖
继光、苑晓杰、宋述龙出席会议，
机关部处、各二级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

校纪委书记肖继光传达了全省教育系
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精神和省教育厅
党组书记、厅长、省委高校工委副书记唐国
华在全省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唐国华要求全省教育系统要准
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着力点，扎实推进
全省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中央纪委二
次全会、教育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视频会
和省纪委三次全会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一
系列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党
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

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
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和育人
环境，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省，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保证。要统
筹做好七个方面工作，确保全面从严治党
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人民群众对教育满意
度不断提升。

党委副书记、校长李雪铭代表学校党
委，就学习贯彻全省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
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两点意见。

李雪铭要求，全校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
习贯彻会议精神，认真细致开展好各项工
作。要细化具体措施，逐项抓好落实。要围
绕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紧紧把握教育系统全面从
严治党的着力点，扎实推进学校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坚持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锲而不
舍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贯彻
落实，要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不断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态势，要坚决整治师生身边的微腐

败问题，从严从实推进基层党的建设工作。
李雪铭强调，全校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

政治站位、层层压实责任。要加强制度建
设、抓好调查研究、强化问责追责。要切实
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紧迫感，落实责任担
当，绷紧主体责任的弦。要把高等教育改革
发展和各自单位具体实际紧密集合起来，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确
保广大教职工的思想统一到会议精神上来，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学校第九次党代会确
定的目标任务努力奋斗。

会上，党委副书记李培山还传达学习
了《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18—2022年）》文
件内容。 （孙凯丽）

本报讯 4月18日下午，学校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在
主楼 301会议室召开会议，专题
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会议邀请法学院韩秀义教授作专
题辅导。党委副书记、校长李雪
铭主持会议并讲话。校领导李培
山、刘向军、朱成利、岳崇兴、
肖继光、苑晓杰、宋述龙出席会
议，机关部处、各二级单位党政主要负责
同志参加会议。

韩秀义教授以《2018宪法修正案的四
重解读》为题，从宪法修订的重要意义、为
什么要修订宪法、宪法修订的基本内容和
宪法的本质特征等方面对宪法修正案作了
深入解读。

党委副书记、校长李雪铭作了总结讲
话，并就下一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三点要求。

李雪铭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
识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重大意
义。全校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宣传和贯彻实
施宪法，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八个
明确”“十四个坚持”，谋划和推进学校各项
事业、各方面工作；就是要落实宪法确立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这一重要原则，坚持党对学校一
切工作的领导，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四个服从”，确保党的领
导核心作用在办学治校中得到充分体现。

李雪铭强调，要全面准确领会和把握
宪法修正案的核心要义。他指出，本次宪
法修正案的21条内容全面体现了党和人民
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实践
创新成果、制度创新成果。全校各级领导
干部要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学习宪法，切实
领会宪法修正案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
深刻理解宪法修正案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
活中的指导地位、调整充实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完善依法治国和宪法实施举措、充实坚
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等内容，要
深刻认识、全面领会本次修改对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一步加强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李雪铭指出，要不折不扣地加强学习宣
传和贯彻实施，推动宪法精神深入人心，以

宪法精神凝心聚力。他强调，全
校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尊崇宪
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运用宪法，要把学习宪法作为
履行职责的基本功和必修课，不
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要加强
宪法理论研究，增强我国宪法的
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全校各基

层单位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老师要
认真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
法的重要论述和要求，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宪法理论；要不断丰富宪法宣传教
育形式，确保宪法精神入脑入心，要不断创
新宣传教育的理念、载体、方式方法，通过灵
活多样的手段、喜闻乐见的语言、鲜活生动
的事例，宣讲好宪法精神，使广大师生真正
认识到宪法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
为规范，更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要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的领导权、管理
权、话语权，全校各级党组织要严格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发挥好校园报刊、广播、
网络新媒体的作用，及时回应师生关切，把
重大的政治问题、法理问题深入浅出地讲出
来，讲清楚、讲透彻。

李雪铭最后要求，全校各级党组织要按
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深入开展学习宣传和
贯彻实施宪法活动，普及宪法知识，弘扬宪
法精神，使全体师生都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
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孙凯丽）

本报讯据中国驻纽约总领馆4月26日消
息：4月17日，正在俄亥俄州访问的中国驻纽约
总领事章启月专程去了迈阿密大学，了解迈阿
密大学与中国合作情况并看望部分师生。

在迈阿密大学，章启月总领事会见了美
国牛津市市长Kate Rousmaniere、迈阿密大
学校长Gregory Crawford以及教务长兼副校
长Phyllis Callahan、迈阿密大学孔子学院美方
院长赵晨、中方院长蒋重清等，并与该校部分
教授和孔子学院师生座谈。

章启月在会见和座谈中介绍了中国最

新发展和中美关系有关情况，特别是近年来
中美人文交流情况，充分肯定迈阿密大学致
力于同中国开展合作，为中美人文交流作出
积极贡献，向推动对华合作、关心和支持中
国留学生发展的迈阿密大学领导和师生表
示感谢。她强调，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
的双边关系之一，人文交流是两国关系的坚
实基础，教育合作在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方
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去年海湖庄园会晤时，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加强校际交流
等达成重要共识。首轮中美社会与人文对

话在教育领域达成8点行动计划。希望迈阿
密大学再接再厉，进一步拓展对华合作，为
打牢中美关系发展的地基作出积极贡献。

参加会见和座谈的领导和师生均表
示，他们坚定支持美中关系和对华交流合
作，同中国的合作不仅提高了学校的国际
化水平，也促进了当地经济和就业，学校希
望有更多中国学生前来就读，希望与更多
中国院校开展务实交流。美中学术界和青
年人之间的沟通将为两国关系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 （冯俊杰）

本报讯 4月 22日上午，受省委第四巡视组谢振远
组长委托，巡视组副组长佟洁、宫洪波代表巡视组全体
人员，冒雨赴医院探望了我校外国语学院学生刘玲，该
生为我校对口帮扶贵州六盘水师范学院在我校就读的
一名交换生，日前因突发重病住院治疗。学校领导李雪
铭、李培山陪同探望。

时值省委第四巡视组在我校开展巡视工作，谢振远
组长了解到该生的患病情况，非常关注学生病情变化，
多次与学校相关领导进行了沟通了解，当得知该生来自
我国贫困地区且家庭经济困难后，在巡视工作任务繁重
的情况下，委托两位副组长代表全组人员到医院探望并
送上慰问金。

在医院探望期间，巡视组两位领导还与大连市卫计
委及医院领导进行了沟通，进一步了解学生病情及救治
方案，并嘱托医院及我校相关人员要保证患病学生的营
养和治疗，加强与学生家属的情况沟通。贵州六盘水师
范学院辅导员张中梅及刘玲同学家长当场对巡视组领
导的亲切关怀深表感谢。

此次探望，让我校领导及全校师生员工深切感受
到，省委第四巡视组在我校工作期间切实关心师生疾
苦，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展现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为民情怀。

（司齐）

本报讯 为
把学习宣传贯
彻十九大精神
引向深入，坚持
以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指引，在
新时代新征程
中切实推进我
校“十大”育人
体系建设，4月18日，我校邀请党的十九大代表
吴书香同志，在西山湖校区礼堂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主题，为我校师生作了一场有高
度、有温度、入脑入心的十九大精神宣讲会。校
党委副书记李培山出席会议并为吴书香同志颁
发“辽宁师范大学党的十九大精神学生宣讲团
校外指导教师”聘书。学校相关部处负责人及
西山湖校区各学院有关老师和部分学生代表参
加会议。宣讲会由法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顾岱泉
主持。

吴书香同志结合自身经历和实际，围绕十
九大重要成果、深刻认识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
精神的意义、参加十九大体会、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
五个方面展开宣讲。在谈及十九大重要成果
时，吴书香指出党的十九大不仅为党和国家事
业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为在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新的科学理论指引，
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提供了基本遵循。在分享参
加十九大的体会时，她以图片的形式展示出大
会隆重热烈、简朴务实、风清气正的场面，是社
会主义民主的生动实践。宣讲会的最后吴书香
号召青年学生们要以主人翁的意识和担当快速
成长、不断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不懈奋斗。

整场宣讲会内容丰富、深入浅出、令人振
奋，既有理论深度，又有思想高度，有很强的针
对性，为学校师生进一步加深对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全面认识和准确理解，深刻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提供了
重要指导和启发。宣讲过程中，师生们认真聆
听、神情专注、受益良多。 （孙凯丽）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召开会议
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章启月访问我校迈阿密大学孔子学院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全省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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