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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贺词
韶 华 如 驶 ，倏 又 一 春 ，年 年 新 年 胜 旧
年。辞旧迎新之际，我们向全校师生员工、
离退休老同志和广大校友致以诚挚的节日
问候和美好的新年祝福！
春潮四海，芳华万千，唯有奋进不负流
年。盘点 2019 年的峥嵘砥砺，既让我们激
情满怀，又让我们回味久远。
这一年我们一心一意抓党建，聚精会神
谋发展，在高等教育事业和教师教育振兴的
疆域里深耕不辍，在服务辽宁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的历史实践中踏浪前行。这一年我
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三大评
估”工作、巡视整改“回头看”工作步履坚实、
成效卓著，获得了省委巡回指导组、教育部
专家评估组和省委巡视组的高度评价，获评
“全省党建工作示范高校”称号。这一年我
们顺利完成“一流学科”年度标志性成果及
学科建设绩效考核工作，3 项标志性成果经
省教育厅认定为奖补成果；8 个学科入选软

科 2019“中国最好学科”。这一年我们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增至 6 个；1 人获评“全国优秀
教师”；
“教育学”团队荣获“全国巾帼文明
岗”称号。这一年我们获批国家级大创项目
22 项；省级大创项目 66 项；1 个项目入选全
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获评全国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1 个。这
一年我们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 42 项；接连
获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获评国家
艺术基金数量位列全国师范院校首位、东北
三省高校首位。这一年我们包揽了 2019 年
辽宁省大学生田径比赛暨全国学生运动会
丙组 3 个团体总分第一名；女子沙滩足球队
勇夺中国首届女子沙滩足球锦标赛冠军。
这一年我校新生入学教育、毕业生主题教育
20 余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精品活动如火
如荼开展；研究生教育管理“1234”工作机
制日趋完善；
“12355”团建创新工程稳步实
施。这一年我们本科层次在辽录取分数刷

新近 3 年纪录；我校在全国多数地区的录取
分数线均高于当地控制线 60 分以上；研究
生报考人数再创新高；附属中学、第二附中
的中高考成绩取得新突破，近四成学生的中
高考成绩达到 600 分以上。这一年我们新
签署 5 项国际合作协议，教育国际化的“朋
友圈”不断扩大。这一年我们培训全省基础
教育教师达到 2.5 万人次；获评辽宁省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作品奖 2 项；7 部纪
实影像作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一年我
们以发展促进民生改善，以民生助力高质量
发展，
《绩效工资分配方案》
《学生公寓及教
学楼建设方案》正式出台；全年投入 1000 万
元用于公共设施改造；增设教工早餐、改造
学生食堂、建设安防系统等数十件民生举措
温暖人心。
回顾往昔，我们内心是笃定的，事业发
展何谈“锦鲤”，所有的惊喜都来自于努力。
2019 年，广大辽师人以向上向好的初心愿

我校 9 个专业入选国家
首批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望、爱校如家的使命情怀，开创了学校事业
蓬勃发展的美好局面。在此，我们代表学
校，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新时代新思想新征
程的热切感召下，学校事业的物华焕彩、薪
传火旺，离不开辽师人拼搏的毅力、担当的
魄力、创新的活力，需要辽师人继续坚持发
展定力，继续强化忧患意识，继续保持奋斗
姿态，
创造更加璀璨的明天。
未 来 已 来 ，前 行 先 行 ，我 们 都 是 追 梦
人！良辰在兹，衷心祝贺你的新年，衷心祝
愿我们的梦想，让我们迎着新年的晨光，共
同道一声：
你好，
2020！
你好，
勇毅追梦的辽师人！
党委书记 宫福清
校
长 李雪铭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副省长王明玉看望我校国家
“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朱宁波教授

司齐 摄

本报讯 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副省长王
明玉在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厅长冯
守权，大连市委常委、副市长骆东升等的陪同
下，来到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辽宁师范
大学教育学院朱宁波教授家中进行走访。校
党委书记宫福清、副校长朱成利及相关部门
同志陪同走访。
王明玉副省长与朱宁波教授亲切交谈，
详细询问了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特别是一
流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关情况，并向
朱宁波教授转达了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关怀，
送上了新春祝福。王明玉表示，关心教师不

能只在教师节，要站在人才建设的高度加以
重视，要长期做好名师队伍和一流学科建设
工作，真正关心和解决教学名师等高级人才
日常工作生活上的困难，鼓励和发挥教学名
师的示范引领作用，坚决落实好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
朱宁波教授感谢省委、省政府及大连市
委、市政府的关心和祝福，表示一定不辜负领
导的期望和组织的培养，立足自身工作岗位，
积极推动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努力为辽宁
省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毛鹤达）

我校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总结会议
本报讯 1 月 12 日，我校在学术报告厅召 务解难题；五是强化政治生态清爽清朗，实现
开“ 不 忘 初 心、牢 记 使 命 ”主 题 教 育 总 结 会 了清正廉洁作表率；六是强化科学治理抓牢
议。省委第 12 巡回指导组副组长王洪涛，成 抓实，
实现了专项整治除顽疾。
员杨剑生、周生金三位同志莅临指导。学校
宫福清同志进一步总结了我校主题教育
领导班子成员、处级领导干部、
“ 两代表一委 取得的经验做法。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确保
员”代表、民主党派代表、组织员和师生党员 主题教育落实、落地、落细；二是坚持“三个融
代表 30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校党委副书 合”，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心、走实；三是做
记、校长李雪铭同志主持。
到“三个聚焦”，确保调查研究高效、高质、高
会上，校党委书记宫福清同志全面系统 能；四是实现“三个覆盖”，确保检视问题找
地总结了我校主题教育取得的重要成果和经 准、找实、找全；五是建设“五个校园”，确保整
验做法，传达了中央、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 改落实见人、见事、见效。学校整个主题教育
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精神，对下一步持续深 特点鲜明、扎实紧凑，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
入推进全校师生党员永葆初心、勇担使命作 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指出了我校开展主
出具体部署，
提出了明确要求。
题教育中存在的差距。一是与学深悟透有差
宫福清同志指出，我校主题教育开展以 距；二是与大胆创新有差距；三是与师生期待
来，在省委第 12 巡回指导组的悉心指导下，取 有差距。
得显著成效。一是强化创新理论入脑入心，
最后，宫福清同志围绕全面学习贯彻习
实现了理论学习有收获；二是强化思想引领 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重要讲话、指示批
认知认同，实现了思想政治受洗礼；三是强化 示精神和省委会议精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担当精神提升提振，实现了干事创业敢担当； “六个必须”的要求，结合学校工作实际，提出
四是强化宗旨意识树立树牢，实现了为民服 了 6 点具体要求。一是要始终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作为必修课，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以教育振兴服务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二是要坚持“主题不变、主线不换”的原
则，进一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学懂弄
通做实上下苦功夫。三是要始终保持崇高的
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用好批评和自
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驰而不息抓好正风肃
纪。四是要做到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一起解
决，新问题和老问题一起解决，个性问题和共
性问题一起解决。五是要认真梳理我校主题
教育在组织形式、推进方式、重点措施等方面
形成的经验做法，形成规律性的认识，以制度
的形式把它固化下来，长期坚持下去。六是
要领导干部带头，不断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师生检验的
业绩。
省委第 12 巡回指导组副组长王洪涛同志
对我校主题教育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对进
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巩
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提出了希望，作出了要
求。一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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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
好；二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
总结提炼经验做法，用制度形式固化下来，形
成长效机制；三要持续抓好主题教育各项整
改任务落实，继续深化专项整治，按照省委确
定的序时进度持续用力、标本兼治，整体推动
问题解决；四要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到做好
当前工作上来，引导党员、干部发扬斗争精
神，勇于担当作为，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工作落
实，在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
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冲锋在前、建功
立业。
校党委副书记、校长李雪铭同志在主持
会议时指出，全校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主
题教育总结工作，对标对表中央和省委部署，
找准差距，抓好整改，务求实效，注重运用主
题教育成果，带领广大师生党员把初心使命
转化成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精气神，推动我
校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司睿山）

我校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
学习暨假前工作部署会
的同志把自己摆在一个普通党员的 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强调了党员、干部特
位置，开展谈心谈话，进行调研和思 别是领导干部要以居安思危的政治清醒、坚
考，撰写发言材料，围绕 7 个方面的 如磐石的战略定力、勇于斗争的奋进姿态，敢
问题进行对照检查，认真开展批评 于担当，善于担当，遇到重大风险挑战、重大
与自我批评，这些实实在在体现了 工作困难、重大矛盾斗争，决不能回避、绕着
民主集中制要求，体现了党的优良 道走，更不能胆怯、惧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传统和作风，为全党起到了非常好 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发人深省，具有
的示范作用。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带 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指导性，讲话
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不仅是对中央政治局同志的要求，也是对全
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 体党员干部的要求。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 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理想信念，增强担当意识，发扬斗争 “两个维护”，发扬斗争精神，敢于面对困难，
精 神 ，发 挥 制 度 优 势 ，提 高 治 理 能 敢于攻坚克难，紧扣“实”的要求，抓整改、抓
力，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落实，拿出真招实招，切实把全校各项任务一
曾文 摄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 项一项抓好，让初心使命在思想深处筑牢，在
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内心深处扎根。
本报讯 1 月 8 日下午，学校在主楼 301 会 会议由校党委书记宫福清主持。
精神，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
会上，宫书记传达了中共中央“不忘初
议室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暨
与会同志首先集体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 全党树立了标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会议精神和
假前工作部署会。校党委书记宫福清、校长 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精神，深入学习了习 话，指出了共产党人只有树立崇高而坚定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李雪铭，校领导李培山、刘向军、朱成利、岳崇 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 理想信念，才能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点 神。
兴、肖继光、苑晓杰、丛茂国出席会议，校机关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宫福清书记进行了领 明了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
会议还就寒假前和寒假期间有关工作进
（卜红双）
部处、二级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读领学。学习中，大家一致认为，中央政治局 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真抓实干 行了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

本报讯 12 月 31 日，辽宁省教育厅转发了《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公布 2019 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
的通知》，我校教育学、心理学、地理科学、思想政治教育、汉语
言文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法学 9 个本科专业入
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英语、俄语、历史学、文物与博物
馆学、生物科学、生物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动画 8 个本科
专业入选辽宁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实施方案（2018-2020）》精神，落实新时代全国本科教育工作
会议和《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
培养能力的意见》、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系列文件要求，推
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做强一流本科、建设
一流专业、培养一流人才，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提高高校人才
培养能力，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2019 年 4 月，教育部发布
《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启动实施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三年共计建设国家级、省级一
流专业各 10000 个。本次经高校网上申报、高校主管部门审
核，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评议、投票，教育部认定
了首批 4054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其中中央赛道
1691 个，地方赛道 2363 个。同时，经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
核、推荐，确定了 6210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我省获批
首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41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 195 个。
我校本次入选的 9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均为学
校的特色优势专业。学校高度重视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工作，
认真研究部署专业建设和申报，教务处会同各学院、各专业共
同完成申报材料，取得良好成绩。下一步学校将按照教育部
和省教育厅的要求，认真实施好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完
善专业建设规划，做好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强化专业特色，持
续提升专业内涵和建设水平。同时，以专业认证促进专业高
质量发展，落实“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形成
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为核心的质量文化。学校将充分发挥一
流专业建设点的示范辐射作用，建设一批示范性专业和一流
本科课程，加快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提高人才培
养能力，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于杰兰）

《辽宁日报》等多家媒体对
我校 2020 年寒假联合家访
活动进行了报道
本报讯 今年寒假伊始，我校全体学生工作者奔赴全省各
地，开展寒假联合家访活动，此次联合家访学生处周密筹划，
精心组织，主管校领导、学生处领导、辅导员及部分学院党政
领 导 及 专 业 教 师 70 余 人 积 极 参 与 ，共 历 时 6 天 ，累 计 行 程
20000 余里，实地入户家访 100 余户，先后在铁岭、阜新、营口、
盘锦、朝阳、葫芦岛 6 个地区召开家长会，参会学生及家长达
500 余人，共为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省政府奖
学金获得者发放喜报 560 余份，并通过电话、邮件、微信等多种
渠道与 1000 余名家长进行了沟通。此次家访活动架起了家校
互动的桥梁，增进了师生的感情，达到了家校协同育人的效
果，增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学生家长及广
大师生纷纷点赞，社会各界给予了高度评价。
同时，也引起多家媒体关注，
《辽宁日报》以“家访小组送
温暖”为题，对我校 2020 年寒假联合家访活动进行了深度报
道；辽宁易班网以“行万里坚守师者初心，访千家践行育人使
命——辽宁师范大学深入开展 2020 年寒假联合家访活动”为
题进行了详细报道；辽宁大学生在线联盟微信公众号进行了
全文转载；
《阜新日报》以“情系莘莘学子，温暖万千家庭”为题
对阜新地区家长会进行了报道；阜新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广
场》栏目以“辽宁师范大学寒假家访‘家校共育’温暖在路上”
为题进行了报道。
各家媒体对此次联合家访活动的广泛报道，进一步提升
了我校的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也鞭策全体学生工作者继往
开来，
再接再厉，
铸魂育人永远在路上。
（陈主德）

我校校报在中国高校报协
年度好新闻评选中喜获五奖
本报讯 近日，中国高校校报协会 2018 年度“中国高校校
报好新闻”评选结果揭晓，来自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 724 所
高校报送的 3843 篇作品参评。经过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好新闻
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我校校报在此次评选中成果丰硕，荣获五
奖。
此次获奖覆盖了新媒体、版面设计、通讯、摄影等多个奖
项，充分证明我校校报的综合办报实力，是近年来坚持媒体融
合发展的成果。具体为：王洪英编写的新闻报道《我校举办
“重读钱学森给辽师学生复信”网络教育活动》获得 2018 年度
中国高校校报好新闻消息类二等奖；马明菲、张琪编写的新闻
通讯《以美育人精心创作，用生命践行长征精神——记辽宁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谷钢教授》获得 2018 年度中国高校校报好新
闻通讯类二等奖；马明菲设计的版面 2018 年 12 月 15 日第 436
期第四版《以美育人精心创作，用生命践行长征精神——记辽
宁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谷钢教授》获得 2018 年度中国高校校报
好新闻版面类三等奖；马明菲的摄影作品获得 2018 年度中国
高校校报好新闻摄影类三等奖；刘洁、吴美琪的新媒体作品《@
师大人 | 我在辽师大的第一条朋友圈》获得 2018 年度中国高
校校报好新闻新媒体类二等奖。
《辽宁师范大学报》作为党委机关报，拥有国内统一刊号，
创刊于 1957 年。校报记者团隶属于辽宁师范大学党委宣传
部，长期活跃于校内各大新闻现场，记录着学校的发展与成
就，是校园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的重要力量，为学校各项事业
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近年来，党委宣传部积极推进校园媒体
融合发展，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全媒体宣传队伍。今年正值校
报复刊 40 周年，
此次获奖作品也是向校报复刊 40 周年献礼。
（付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