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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9日下午，我校在黄河路校

区主楼 301会议室召开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精神座谈会。校党委书记宫福清，

校领导李培山、朱成利、岳崇兴、苑晓杰、丛

茂国、宋述龙出席会议，校党委委员、相关

部处负责人，校团委教师兼职副书记、学生

兼职团干部，青年教师、学生会干部、理论

社团负责人、团校学员以及青年志愿者代

表共80余人参加会议。座谈会由校党委副

书记李培山主持。

座谈会上，校团员青年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习会文化组指导

教师谢景芳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周育国

教授、化学化工学院团委教师兼职副书记

邢娜副教授、校团委书记冯博代表教师先

后作了发言。校学生会主席、国际商学院

2015级本科生赵鸿飞，校第四届研究生支

教团团支部组织委员、影视艺术学院 2018
级研究生孟婷，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理论

研究会会长、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6级本科

生宋明瑶，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校研究

生会文艺部部长、音乐学院 2018级研究生

孟祥飞代表学生先后作了发言。大家结合

自身实际、从不同角度交流了学习总书记

重要讲话的心得体会，大家一致认为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

对青年寄予的殷切期望，讲得既深且透，使

大家备受鼓舞！大家纷纷表达了立足本职

岗位、做好工作的坚定信心。

校党委书记宫福清作了总结发言。他

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

全校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和全

校共青团组织、团干部提出了三点要求。

第一，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团组织要提高政

治站位，深刻把握总书记讲话的重要意义

和精神实质。既要深刻领会讲话深厚的时

代意蕴、系统的理论建构、鲜明的实践品

格，还要深刻把握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

深刻价值、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方向、主题

和使命、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成长要求；第

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和共青团干部要深

入理解内涵，引导青年对“六点要求”做到

学思用贯通和知信行统一。结合习近平总

书记对青年提出的“六点要求”，宫福清强

调，必须坚持理论认知与实践行为相统一、

小我价值和大我境界相统一、家国情怀与

人类关怀相统一、练就本领与锤炼品德相

统一；第三，全校共青团工作要把准工作方

位，开创新时代我校青年工作新气象。全

校共青团组织要坚持战

略思维，聚焦总书记提出

的根本任务、政治责任和

工作主线三个问题，做好

青年思想引领和成长服

务。全体共青团干部要

坚持系统思维，着眼整体

建构，融入中心工作，注

重协同协作。广大青年

要坚持底线思维，守牢意

识形态安全底线和身心

健康底线。

座谈会上，宫福清希

望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的教诲和嘱托，大力

发扬五四精神，珍惜韶华、不负青春，勇做走

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为把

我校建设成为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高水平

综合性大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力量。

李培山副书记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希

望参加座谈会的老师和同学们要认真学习

把握宫书记的讲话要求，把宫书记和学校

党委对青年和共青团工作的殷切希望传达

到广大师生中，带领大家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发扬

五四精神，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把我

校建设成为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综

合性大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

量。同时，学校为各二级单位团组织订购

了三本书：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1919，一个国家

的青春记忆：重返五四现场》和《青年们，读

马克思吧！》，他号召广大团干部认真阅读，

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积极带领身边的团

员青年以实际行动践行优良学风。

（武玉鹏）

本报讯 5月 8日，辽宁省 2019年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我

校党委书记宫福清出席会议并作典型发

言。省教育厅厅长唐国华，省内各高等学

校负责人和就业创业工作职能处室负责

人、省教育厅有关处室负责人及省大学生

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参加会议。大连理工

大学、沈阳化工大学、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

学校、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及我校在内

的 5所高校分别在会上交流了各自在就业

创业工作方面的特色与经验。

我校党委书记宫福清以《紧密对接基础

教育，积极布局“一体两翼”，助推师范院校

大学生精准就业》为题，紧密围绕三个方面

内容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一是全面落实

主体责任，强化就业工作保障体系建设。将

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完善

“党委统筹领导，校院两级管理，相关部门协

作，学院主体落实”的就业工作机制；二是以

我省基础教育需求为导向，深化教师教育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完善“招生-培养-
就业”协调联动机制，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

布局。增加师范生招生计划，教师教育办学

特色进一步凸显；三是深化校地、校企合作，

大力拓宽我省师范生就业市场。近三年来，

我校党委书记、校长带队，先后与省内20余
个地市、区县建立了稳定的教育合作关系，

并专门签订了14个就业合作服务协议。牵

头成立了辽宁省高师院校就业协作体，连续

两年举办高师院校大型联合招聘会，共同开

拓师范生就业市场，开发了我省首个教育行

业人才供需对接平台“辽宁省高师院校就业

信息网”，共享人才需求信息，努力为我省教

育类人才对接服务。

会上，省教育厅与高校签订了《2019年
辽宁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目标责任

书》，并通报了4月就业进展情况。

唐国华厅长充分肯定了全省高校在推

进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方面取得的突出成

绩和典型经验，分析了当前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并对做好今年

的就业创业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

全省高校都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在拓宽就

业渠道、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落实高校

主体责任、教育精准扶贫、就业数据核查等

方面精心谋划和布局，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切实有效的工作举措，全面做好2019年
就业创业工作。 （万军）

本报讯 4月17日下午，我校在主楼301
会议室召开 2019年新聘教授、副教授座谈

会。校长李雪铭出席会议并讲话。学校相

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及新聘教授、副教

授代表近 50 人参加

座谈会。座谈会由

校党委副书记李培

山主持。

座谈会上，学校

海洋经济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中心郭建

科、国际教育学院曹

儒、政府管理学院张

丽艳、生命科学学院

韩英伦、蒋璀玢、教

育学院谭皓、物理与

电子技术学院李春

花等 7 位新聘教授、

副教授先后从自身从教经历、教学科研、人

才培养、智库建设等多方面作了发言，大家

一方面衷心感谢学校多年来的培养与帮

助，同时也就学校未来发展建设以及教师

职称评审等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

建议。

校长李雪铭作了总结讲话。李雪铭首

先代表学校对新聘教授、副教授表示祝贺，

对各位教师予以学校职称评审工作的理

解、为学校教书育人做出的贡献、付出的辛

勤劳动致以衷心感谢。李雪铭指出，召开

本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尊重人才、尊重知

识，营造好辽宁师范大学尊师重教的校

风。李雪铭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及中国教育

学会会长顾明远谈教育的四句话，同与会

教师分享了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和感悟。

围绕教书育人，李雪铭向与会教师提

出4点希望：一是要有纯粹的教育信仰。他

希望各位教师不忘初心，把个人职业发展

同学校事业发展统一起来，继续执着于一

线教学科研的重要岗位上，执着于辽师大

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执著于最本质、最本真

的教书育人；二是要不断创新、不断进步。

他希望各位教师在直面改革发展中的重大

理论和现实问题时，目光要深，目光要远，

要树立更高的目标、更远大的理想，要不断

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努力

培育一流人才；三是要有过硬的专业能

力。他希望各位教师要凝练好学科专业方

向，借力已有的学科平台，要有宽广的国际

视野，更好地服务社会；四是要有强健的体

魄。他希望各位教师能够充分利用好学校

丰富的体育文化活动资源，以强健的体魄

为支撑，练就强大的心理素质，增强抗压能

力，以过硬的本领，更好的诠释“科学精神

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实践能力强的高级专

门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

会上，校长李雪铭为每一名新聘教授、

副教授颁发个人名片并合影留念。

（卜红双、孙凯丽）

本报讯 5月 8日上午，学校在主楼 301
会议室召开审核评估专项工作小组自评整

改阶段工作汇报会。审核评估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评估办主任、副校长刘向军出席

会议并作讲话。各审核评估专项工作组组

长、副组长参加了汇报会。会议由评估办

公室常务副主任、教务处处长石竹青主持。

汇报会上，各专项工作组组长分别对

本组前一阶段的自评整改工作进展情况进

行了汇报。各工作组详细介绍了已经开展

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重点说明了在自查

自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整改措施，明

确阐释了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一些专项

工作组在汇报工作的同时，还分享了许多

各工作组可互相借鉴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

法。

刘向军副校长对各专项工作组的工作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下一步的迎评工

作提出 5点要求。一是要切实强化时间观

念，明确时间节点要求，狠抓落实，全力推

进，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二是要深

刻领会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精

神实质，继续深入查找问题，明确整改措施

和整改时限，精准发力，立行立改；三是要

进一步采取措施，全面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相关部门要齐抓共管，重点加强对课堂教

学环节的管理和检查力度；四是要加强教

学环境建设和教学制度建设，为全校师生

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和积极的教学氛围；

五是要做好审核评估的宣传动员工作，让

广大师生真正了解审核评估的要义，积极

参与到评估工作中来，形成人人有责、人人

关心、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

刘向军副校长最后强调，审核评估关

乎全校师生的切身利益，关乎学校的长远

发展，各专项工作组一定要不断强化责任

意识、担当意识，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迎

评的各项工作中去，确保高质高效地完成

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王志杰）

本报讯 5月14日上午，辽宁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审核评

估教学单位工作推进会在学术报告厅召开。审核评估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评估办主任、副校长刘向军主持会议

并讲话。各本科教学单位院长、党组织书记、教学副院长、

副书记、本科生辅导员、系主任、专业负责人、本科教学秘

书、数据填报人、学校专兼职教学督导、评估办相关工作人

员等26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评估办常务副主任、教务处处长石竹青对教学

单位自评报告后续工作以及教研工作进行了部署，对教师

课堂教学规范提出了具体要求；教务处副处长单良、教务

处正处级调研员肖立莉分别就教学文档准备及评估材料

上传、培养方案复核及大纲修订等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数学学院党委书记韩友发教授分享了学院教学大纲制订

工作经验；学校教学督导组组长王炜教授对深入二级教学

单位听课情况进行了整体反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朱

宁波教授对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提出了具体建议；学生处处

长崔宝华结合评估要求，对学生学习和生活纪律等作出了

明确要求。

刘向军副校长对教学督导和专家精心细致的听课评

课工作表示感谢，对本科教学单位前期的迎评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对下阶段的迎评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要

加强学习，牢牢把握评估工作内涵，做到目标清晰准确，确

保各项工作按时高质高效完成。二是要加强责任意识，要

认识到审核评估工作是事关全校师生利益的大事，必须做

到全员参与，人人有责。三是要加强教学环境和制度建

设，各相关部门要齐抓共管，有的放矢，全面提升课堂教学

质量。四是要加强评估宣传，全方位、多角度开展评估宣

传工作，在全校形成迎评促建的积极氛围。

刘向军副校长强调，各教学单位要结合迎评工作，广

泛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要不断强

化责任意识、担当意识，确保高质高效地完成本科教学审

核评估工作。 （王志杰）

本报讯 4月 26日，由辽宁省高等学校科技发展中心

海杰主任带队的“教育厅科研实验室安全技术专家组”

对我校科研实验室安全工作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场检查

按照听取汇报、查阅台账、现场检查和意见反馈的程序

进行。

上午9时，学校在主楼301会议室召开了辽宁省高校

科研实验室安全现场检查工作汇报会。会上，副校长朱

成利介绍了我校科研实验室的基本情况，并就 2018年学

校开展实验室安全自查、科研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和管

理规范建设、自查发现的主要安全隐患与整改及进一步

加强科研实验室安全管理的主要举措等方面情况向专家

组进行了详细汇报。学校资产管理处、保卫处、科研处

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相关学院的党总支书记和各科研实

验室负责人参加汇报会。

会上，专家组查阅了我校科研实验室自查报告和整

改报告、安全检查台账、规章制度、人员培训等材料，

并就实验室安全教育准入、分级分类管理、安全责任状

相关问题在现场进行提问。

汇报会结束后，专家组对辽宁省心理学重点实验

室、辽宁省高校分子与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辽宁省生

物技术与分子药物开发重点实验室、辽宁省植物生物工

程重点实验室进行了现场检查，朱成利副校长及相关职

能部门负责人一同参加了现场检查。专家组现场边检查

边反馈，在检查结束后将形成总体反馈意见，并以书面

形式反馈给学校。在检查中，朱成利副校长要求各实验

室对专家组检查出的问题要立行立改，不能立即整改的

要形成整改方案。同时，他要求各职能部门按照专家组

书面反馈意见，对全校科研实验室进行全面对照检查，

做实做细，建立科研实验室安全检查隐患台账，建立整

改责任清单，逐一整改销号。 （赵方）

本报讯 4月25日，我校纪念五四运动

一百周年表彰大会暨第 29届文化艺术节

开幕式在黄河路校区音乐厅隆重举行。校

长李雪铭，副校长岳崇兴、苑晓杰、丛茂

国出席活动，学校相关部处负责人、十四

届校团委委员、二级单位团组织负责人、

教师兼职团委副书记、校级直属社团指导

教师以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

学生兼职团干部代表近 300人参加了此次

活动。

根据我校《关于评选 2018 年度辽宁

师范大学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

部、最具魅力团支书、青年五四奖章获得

者和先进团支部、最具活力团支部的通

知》和《关于评选 2018年度辽宁师范大

学五四红旗团委、先进团委、十佳共青团

干部、十佳共青团员的通知》要求，我校

共青团组织对 2018年各项工作进行了总

结，对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引

领青年跟党走、深化共青团改革工作进程

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

评选，产生辽宁师范大学 2018年度五四

红旗团委2个、先进团委10个、青年五四

奖章获得者 31 人、最具活力团支部 22
个、最具魅力团支书 22人、十佳共青团

干部 10人、十佳共青团员 10人、优秀共

青团干部 214 人、优秀共青团员 290 人、

先进团支部 111个。与会领导分别为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为弘扬五四爱国精神，丰富校园文化

生活，校团委、校学生会（学生社团联合

会）组织开展以“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

代”为主题的第 29届文化艺术节，本届

文化艺术节将开展 69项丰富多彩的校院

两级文化艺术活动。

校园舞蹈大赛决赛作为本届文化艺术

节的开幕式，进入决赛的六支队伍以讴歌

革命先驱的爱国奉献精神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为切入点，通过精心设计和刻苦

训练，为与会师生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数学学院舞蹈《心声》展现了在解放前、

后两个时代背景下，藏族姑娘对生活的美

好期盼；文学院舞蹈《军魂·战殇》展现

了军人铁血柔情与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

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红色经典；城市与环

境学院舞蹈《俏花旦》将传统戏剧进行改

编，以花旦的京剧主题，表现了我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政府管理学院舞蹈《最后的

名单》形象演绎了“东北抗联”的真实生

活；教育学院舞蹈《中国红·九儿》中舞

者们用灵动的身姿书写时代华章，展现了

对革命英雄的敬仰；生命科学学院舞蹈

《映山红》诠释了对红军英雄的无限热爱

与不舍之情，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向

往。音乐学院舞蹈系的同学们也给大家带

来了精彩的舞蹈表演《淮水情兰花湾》。

最终，政府管理学院舞蹈《最后的名

单》 获得一等奖，数学学院舞蹈 《心

声》、生命科学学院舞蹈《映山红》获得

二等奖，文学院舞蹈《军魂·战殇》、教育

学院舞蹈《中国红·九儿》、城市与环境学

院舞蹈《俏花旦》获得三等奖。

（武玉鹏）

我校召开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我校在2019年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我校召开2019年新聘教授、副教授座谈会

学校召开审核评估专项工作小组自评整改阶段工作汇报会

学校召开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教学单位工作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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