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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1日上午，由共青团中央、全
国学联主办，共青团辽宁省委员会，辽宁省学
生联合会、辽宁师范大学承办，全国高等师范
院校共青团工作研究会、共青团大连市委员
会、大连市学生联合会协办的 2018年秋季学
期全国大中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活动主题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我校成功举
办。共青团中央学校部相关负责同志，团辽
宁省委书记赵红巍、副书记曹江涛，团大连市
委书记张延松，我校党委书记宫福清、校长李
雪铭及相关党政领导出席本次宣传月活动。
全国“时代楷模”、大连海事大学教授曲建武，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共青团工作研究会会长单
位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团委副书记（主持工

作）于小雷以及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共青团工
作研究会成员单位代表、大连市大中学校代
表、辽宁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人
物代表和辽宁省大学生红色理论宣讲团成员
等参加活动。宣传月启动仪式由校党委副书
记李培山主持。

宣传月启动仪式伊始，我校党委书记宫
福清致欢迎辞。宫福清首先代表我校党政领
导表达了对各位领导及嘉宾的热烈欢迎，并
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我校共青团工作和学
校建设发展的领导们、朋友们表示衷心感
谢。宫书记表示：辽宁师范大学作为辽宁省
基础教育师资培养与继续教育基地，肩负着
为辽宁省基础教育事业输送教育人才的重要
使命。多年来，团员青年的核心价值观教育
和思想政治工作一直受到学校党委的高度重
视，在学校党委和上级团委的正确指导下，我
校共青团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最后，他预
祝宣传月和高师年会圆满成功。

随后，与会领导为即将赴辽宁省各大中
学校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系列宣讲
的辽宁省大学生红色理论宣讲团授旗。

辽宁省大学生红色理论宣讲团成员、沈
阳航空航天大学学生赵航代表宣讲团成员发

言。赵航在讲话中分享了他们在宣讲过程中
的亲身经历和宝贵经验，并表示宣讲团定不
负时代嘱托，牢记责任使命，讲好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宣讲出新时代新青年青春正能量。

接着，辽宁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
进青年代表和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团委书记代表
与我校十二个优秀基层团支部的支部书记登
台，共同托起印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词牌。

赵红巍、宫福清、张延松、柏贞尧、于小
雷、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学生马贺美、辽宁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孙畅共同按下屏幕按钮，
2018年秋季学期全国大中学生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月正式启动。

伴随着振奋激昂的团歌，2018年秋季学
期全国大中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宣传月启动仪式在热烈的掌声中圆
满结束。

宣传月启动仪式后，与会领导嘉宾分别
到我校十二个基层团支部参加了主题团日活
动，与团员青年开展深入交流，沟通心得。辽
宁省大学生红色理论宣讲团来到辽宁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为中学生做首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宣讲。宣传月启动仪式及首场宣讲会
通过网络同步直播。 （武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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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个教师
节。校领导宫福清、李雪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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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相关机关部处负责人和教师代表
参加座谈。座谈会由副校长刘向军主持。

29位参会教师涵盖了学校各个学院，有
入职不久的青年教师，也有在校工作30余年
的老教授，有一线专任教师，也有学生辅导
员、教辅人员代表。座谈会上，12位教师代
表围绕“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这一
主题，结合各自工作经历及学校近年来的发
展变化，畅谈了自己的体会和感想，同时表达
了对学校的感激之情，对学生的深切爱意，并
对学校的教学、科研、学科、师资队伍的建设、
教学环境的改善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校长李雪铭代表学校向全体教师表达了
崇高的敬意并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他分享
了多年来从事教育工作的切身感受与体会，
对学校近期的工作开展情况作了通报,并从

尊师重教、惠师政策、高尚师德等3个方面谈
了体会与希望，希望广大教师不忘初心，继续
前行，共思共进，共谋发展，切实提升幸福指
数。李雪铭校长的讲话引起与会教师强烈共
鸣。

党委书记宫福清在发言中说，学校对每
一次的教师座谈会都非常重视，愿意倾听大
家的心声，12位教师的发言心系教育 、心系
学校、心系学生，他们对教育的忠诚、对学校
的热爱、对学生的关爱非常让人感动。围绕

“立德树人”这一主题，宫书记从立什么德、为
什么要“立德树人”、如何做到“立德树人”3
个方面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与认识，与大家
共勉。宫书记指出，德是政治站位，是理想信
念，是道德情操；立德树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高校的内在要求，是履行大学职责的核心
要义，是师范院校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的
具体行动。宫书记强调，要做到“立德树人”，
一要筑牢教育队伍根基，二要确立“课程思
政”理念，三要加强学校文化建设。宫书记表

示，学校一定会尽最大努力解决教职工个人
诉求、个人发展以及民生改善问题，实现好维
护好民生工作，同时希望全体教职员工把个
人的发展、学校的发展、国家的发展紧紧联结
在一起，做到同心同德，同向同行。

9月 10日上午，在举国欢庆第 34个教师
节之际，学校领导深入各教学单位，亲切看望
慰问老教授、老专家，向他们送上慰问品和节
日的祝福。 （孙凯丽、黎健）

本报讯“七一”前夕，为了进一步贯彻全
国全省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落实《高校党
建工作重点任务实施方案》，根据学校党委印
发的《关于开展“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三走进’
工程”建设的工作方案》和《关于推进干部作
风转变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要求，学校领导带
头深入基层党支部讲授专题党课，进一步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身
作则带动干部作风转变。

学校领导围绕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方面内容精心选
题，认真备课。在讲授党课过程中，学校领导
注重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师生，用师生
爱听、能听懂的语言，站在较高的政治站位，

为师生阐述新时代、新使命和新征程的重要
内涵，切实加强了党课的感染力，增强了广大
师生党员的“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取得
了良好效果。

全校 187名处级领导干部也分别到所联
系的党（团）支部上了专题党（团）课。

（司睿山）

本报讯 为深入了解新学期伊始教学秩序和
课堂教学情况，激励广大师生以良好的精神风貌
投入到新学期的工作学习，校党委书记宫福清，
党委副书记、校长李雪铭，党委副书记李培山，
副校长刘向军、朱成利、岳崇兴、苑晓杰，纪委
书记肖继光，总会计师宋述龙以及副处级以上领
导干部，深入教学一线问候师生、随堂听课，并
巡视了教学环境、教学秩序和教学准备情况。

29日早上7点40分，校党委书记宫福清走进
文科 2号楼，查看了教学楼假期整修情况。随后
走进205教室，利用课前时间与2017级运动训练
专业的学生亲切交流。宫书记关切地询问了同学
们的暑假生活，当了解到有的同学利用假期做兼
职、开展社会调研和实践时，他高兴地鼓励同学
们要结合自己所学专业和就业方向进行社会实
践，不断深化专业知识，提升实践能力。宫书记
谈到，大学四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同学们
一定要珍惜时光、把握机会，努力提升自己的人
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实践能力；珍惜师生情、同
学情、朋友情，这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同时，
他嘱咐同学们在这个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时
代，不要过度依赖网络，要沉下心来多读书，避
免碎片化思维，涵养内在气质，学校也将尽最大
努力改善办学条件，为同学们营造一个良好的成
长环境。随后，宫书记和同学们一起聆听了张丽
老师讲授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课程，并利用课间就思政课教学内
容安排、教材选用、过程评价、班型设置以及提
升思政课教学效果等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
副院长鲍雪松和张丽老师进行了交流。

8点 45分，李雪铭校长在文科 2号楼 302教
室，同政治与行政学院2016级学生一起聆听了曲
彦老师讲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课后，
李校长与曲彦老师进行了交流。李校长认为，本
门课程对促进学生了解掌握科研的基本方法和基
本技能，提升学生科研素养和科研能力具有重要
的意义；对曲彦老师严谨的教学态度、充满激情
的教学语言给予了肯定。李雪铭校长希望老师针
对本门课程理论性较强、内容较深的特点，在教
学中多结合实际案例进行深入浅出剖析，更好地
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让学生理解掌握初步的科
研方法，为今后参与科研创新训练项目、撰写毕
业论文、从事科学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新学期校领导和全校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深
入各基层单位和课堂，对教学工作进行全面调研
检查，是校领导和各职能部门了解掌握教学情况
的重要方式，也是一项长期坚持的制度，对于全
校上下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本科
教育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肖立莉）

全国大中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我校成功举办

我校召开庆祝第34个教师节座谈会

“七一”前夕学校领导和处级领导干部
深入基层党支部上专题党课

本报讯 日前，由高等学校生物科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全
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圆满
落幕。我校学生表现出色，获大赛一等奖4
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4项。9名教师获大
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辽宁师范大学获大
赛优秀组织奖（共45所高校获奖）。（金昕）

本报讯 2018年（第11届）中国大学生
计算机设计大赛于日前落下帷幕，我校计
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派出的 11 支参赛队
表现出色，共获得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
三等奖6项，成绩位居全国参赛院校前列，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获得组委会颁发的
“优秀组织奖”。 （郭亚军）

本报讯 2018外研社全国高等学校大
学英语“教学之星”大赛在成都举行，本次
大赛共有近 500名教师参赛。我校外国语
学院大学外语部青年教师郭囡在全国复赛
中以精彩的课程设计和生动的讲授方式荣
获一等奖。自该项赛事创办以来，我校教
师已连续三次荣获佳绩。 （王勇）

本报讯 第十七届“汉语桥“世界大
学生中文比赛总决赛暨闭幕式在长沙举
行。我校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选手齐善
欣作为意大利赛区冠军来华参加比赛，分
别闯进前六十名、前三十名，最后作为欧
洲前三名获得大赛二等奖，并获得来华研
修一年（包括国际旅费）的“孔子学院全
额奖学金”。 （冯俊杰）

本报讯 第五届大连市高校青年教师
教学竞赛在东北财经大学举行。经过激烈
角逐，我校选派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徐旭老
师荣获思想政治教育组竞赛一等奖，计算
机与信息技术学院石慧老师荣获工科组竞
赛二等奖，化学化工学院刘翠老师、文学院
徐立平老师分别获得理科组、文科组竞赛
三等奖。 （赵丽军）

本报讯 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
标赛在黑龙江省八一农垦大学开幕。本次
锦标赛是规模仅次于大运会的全国高校体
育单项赛事，共有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199 所高校
2700余人参赛。最终我校获得了2金2铜、
一个第四名的好成绩。化学化工学院李斌
同学强势爆发，一人获得两项冠军，蝉联了
阳光组女子800米冠军。 （邰峰）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学校向我省贫困县所
辖乡村选派干部工作，根据省委有关文件精神，近
日，党委副书记、校长李雪铭等学校领导分别带队
实地调研、走访慰问我校选派的 24名驻贫困县乡
村干部。

调研、慰问过程中，校领导首先深入选派干部
宿舍、办公室，同选派干部亲切交谈，十分关切地
询问了他们工作、生活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
听取县、乡、村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对我校选派干部
工作情况介绍，并结合学校实际，就下一步开展教
育扶贫等工作进行了交流和探讨。李雪铭等学校
领导对各级党组织给予我校选派干部工作、生活
的无微不至的关心表示了衷心感谢。对我校选派
干部克服困难，积极工作，在加强农村基层党建、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取得
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学校各位领导希望驻乡村
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重要战
略思想，弘扬师大优良校风，因地制宜，真抓实干，
为帮助当地推动乡村振兴、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
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根据学校党委书记宫福清要求，6月 25日上
午，学校召开党委会专题研究本次学校领导实地
调研、走访慰问过程中当地政府和我校驻乡村干
部提出的教育扶贫、科技扶贫等八方面 61个对接
项目和驻乡村干部生活、工作保障问题。 （齐迎）

新学期校领导深入
本科教学一线听课

学校领导班子成员
走访慰问我校

驻贫困县乡村干部

师大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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