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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行 2021 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位证书。
心理学院研究生霍东杰同学代表 2021 届毕业生发
言。她饱含深情的回忆了在师大所经历的美好时光，并
将谨记师大校训，传承辽师品质，弘扬辽师精神继续砥
砺奋进。
数学学院 2018 级本科生王雅杰同学代表全校在校生
祝贺学哥、学姐们开启新的人生篇章。她表示，将以学
哥学姐为榜样，秉承“厚德博学、为人师表”的校训，
踏实进取、勤勉为学，续写师大更加美丽的篇章，并衷
心地祝愿学哥学姐们在新的人生征程中前程似锦、万事
胜意。
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硕士研究生导师、辽
宁省首届高校教师教学大赛一等奖获得者王桂荣副教授
代表教师致辞。她勉励学子们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让人性的美好注入心田，要努力追随理想、不负
韶华，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撑起青春的希望。
文学院 1993 届本科毕业生、2000 届教育硕士毕业
生，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辽宁省专家型校长、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华东
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校长张喜忠；物理与电子技术学
院 2002 届本科毕业生，悉尼科技大学首席教授，澳大利
本报讯 6 月 24 日上午，辽宁师范大学 2021 届学生毕 五”“小目标”、2035 年“中期目标”和 2049 年“大目 亚国家级科研最高奖“尤里卡交叉学科创新奖”获得
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黄河路校区北院操场举行。学 标”，以务实的态度和进取的精神，努力在这个大有可 者，澳大利亚总理科学奖获得者金大勇教授代表校友分
校党委书记李雪铭，校长苑晓杰，校领导李培山、刘向 为的时代大有作为，开启一切奇迹。三是希望同学们坚 别在现场和云端致辞，共同向毕业生献上祝福，祝愿毕
军、朱成利、岳崇兴、肖继光、丛茂国出席典礼。校学 守良知，懂得感恩。要以正道谋事创业，不让利益淹没 业生前程似锦。学长校友深情又关切的话语让毕业学子
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学校各部处、各二级 良知，在感受岁月静好中，不忘为他人负重前行，在遭 在别离校园的日子里并不迷茫，让他们明白了还有无数
学院负责同志，教职工代表，校友代表，毕业生代表， 遇凄风冷雨时，依然选择热爱和希望，用复杂问题简单 的师大前辈在前方为学子们引航。
在校生代表，毕业生家长代表参加典礼。典礼由副校长 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人生。苑晓杰强调，2021 年是辽
生命科学学院荆鸣奇同学的父亲荆宇代表毕业生家
丛茂国主持。
师大建校 70 周年，在学校的发展历程中，广大学子是不 长致辞。他向学校的每位领导、老师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午 9 时整，毕业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了帷 可或缺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更是诸多成绩的创造者和亲 感谢师大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同时希望毕业生抱定宗
幕。校长苑晓杰在典礼上发表了情真意切的讲话。他首 历者，虽然 2021 届毕业生的师大生涯即将画上圆满的 旨，坚韧前行，将志向立得更高一些，眼光放得更远一
先代表学校向全体毕业生顺利毕业表示热烈的祝贺，为 “句点”，但这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崭新的“起点”， 些，将个人的梦想融入团队、家庭乃至国家的梦想，努
他们送上美好的祝愿，并以风趣幽默的语言述说了 2021 未来将有更精彩的“亮点”，人生将有更美好的“看 力传承辽师大 70 年积淀的崇高品格、精神气魄，创造更
届优秀毕业生们在师大成长的故事和华丽转身。在 2021 点”。
多人生精彩。
届全体毕业生即将启航之际，苑晓杰以三点希望寄语毕
校党委副书记李培山宣读了 《辽宁师范大学关于
毕业典礼上，学生代表为教职工代表献花，献上他
业生：一是希望同学们心系家国，胸怀天下。见证中国 2021 届普通高等教育及来华留学本科毕业生毕业情况的 们深深地感激之情。?
共产党百年华诞这一重要时刻的学子们承载着时代的使 通报》；副校长刘向军宣读了 《辽宁师范大学关于 2021
在嘹亮的 《爱在天涯》 歌声里，2021 届毕业典礼画
命和祖国的荣光，要心怀“国之大者”，以“铁肩担道 届省、市、校优秀毕业生的通报》；副校长朱成利通报 上了圆满的句号。在 70 周年校庆即将到来之际离别，怀
义”的责任感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信念感，在担当 2021 年优秀硕士、博士论文评选结果。党委书记李雪铭 揣着母校深深祝福走向未来。今当远离，愿学子们在离
中经风雨、长才干，在尽责中铸伟业、做贡献，用师大 为“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校长苑晓杰为优 开校园的日子里同样满怀少年朝气，在璀璨的时光里继
赋予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续写“中国传奇”，上演 秀硕士、博士论文获奖代表颁发荣誉证书。
续保持奋斗者的姿态，书写好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中国震撼”。二是希望同学们务实进取，砥砺自我。在
全体博士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代表、本科毕业生代
本次毕业典礼同步进行了网络直播，在线观看 2 万
国家“十四五”开局之年，也认真思考自己的“十四 表先后走上主席台，校领导为毕业生正冠拨穗并颁发学 余人次。
（卜红双 付秋思 摄影马明菲）

学校召开 2021 年党的建设工作
暨 2020 年度“两先两优”
及校内各类先进表彰大会
本报讯 7 月 5 日下午，我校在校礼堂隆重召开 2021 驻村干部杜朝阳分别发言。他们从不同角度抒发了对党
年党的建设工作暨 2020 年度“两先两优”及校内各类先 的感恩之情，畅谈了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进表彰大会。学校党委委员、党员领导干部代表、基层 用、如何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进一步做好我校
党务工作者代表、党员代表、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代 党建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表参加会议，学校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应邀列席了
李雪铭同志代表学校党委作了题为 《初心如磐庆百
大会。大会由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苑晓杰同志主持。
年华诞??使命在肩谱七秩新篇》 的报告。李书记对全校
会议开始前，举行了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新党员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入党宣誓仪式，校党委书记李雪铭同志领誓，铮铮誓言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全面总结了
响彻礼堂，大会现场肃穆庄严。
2020 年度学校党建工作，并从 6 个方面对学校 2021 年度
校党委副书记李培山同志宣读了“光荣在党 50 年” 党建工作进行了部署：一是在政治建设上下功夫，确保
党员名单和 《2020 年度“两先两优”表彰通报》，副校 “两个维护”的坚定性、自觉性；二是在思想建设上下
长刘向军同志宣读了 《关于表彰 2020 年度校内各类先进 功夫，凸显立德树人的针对性、实效性；三是在组织建
的通报》，与会领导为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 设上下功夫，提升基层组织的组织力、战斗力；四是在
代表颁奖。
作风建设上下功夫，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感、使命感；
“光荣在党 50 年”党员代表心理学院教授杨丽 五是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提高治理体系的科学化、现
珠、先进集体代表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刘淑俊、优秀 代化；六是在纪律建设上下功夫，推进反腐倡廉的常态
个人代表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兰明、突出贡献奖代表 化、长效化。李书记号召全校师生要撸起袖子干、甩开

膀子干，只争朝夕、勇往直前，用奋斗谱写无愧于党、
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师生的壮美诗篇！
苑晓杰同志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全校各二级单位党
组织要深入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学校党委 2021
年党建工作部署；各二级单位党组织书记要切实履行好
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要把党建工作放在心上、抓
在手上、扛在肩上；全校党员要认真学习李雪铭书记的
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弘扬伟大的建
党精神，为学校改革发展贡献力量。全校师生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师大优良传统、赓续共产党
人精神血脉，永不懈怠、一往无前，在教师教育特色鲜
明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建设新征程中建功立业、再创辉
煌！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中圆满落幕。
（司睿山）

学校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暨党委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集体学习会
本报讯 7 月 7 日下午，我校在主楼 301 会议室召开党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深入学习把握习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暨党委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集体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
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实践意义，深入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值，站在“国之大者”的高度，紧紧聚焦国家对师范教
全体成员参加学习。省委教育工委高校党史学习教育第 育大力扶持的战略需要，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切实
三巡回指导组成员、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孙杨同志 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面深化学校综合改革，以实际
到会指导。会议由校党委书记李雪铭主持。
行动为建党 100 周年、建校 70 周年献礼。
学习会上，每位党委班子成员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
李雪铭强调，要深入领会、全面贯彻以史为鉴、开
实际，交流学习体会，畅谈落实举措，深深为我们党百 创未来的“九个必须”根本要求。要紧密结合学校实
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感到骄傲自豪，一 际，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人事制度改革、师资队伍锻造、治理体系完善等方面找
话，深刻领会讲话的重要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 差距、补短板，不断满足师生对教育教学的新需求、新
实践要求，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期待，不断深化对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把
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 立德树人贯穿“三全育人”全过程，努力践行为党育
上来，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 人、为国育才使命，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
命，奋力开创我校工作的新局面，为实现教师教育特色 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不断提升学校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鲜明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建设目标而奋发有为，奋勇 平现代化，加快实现学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前进。
李雪铭强调，要深挖党史育人资源，深化党的理论
校党委书记李雪铭在学习会上就全校学习宣传和贯 创新成果学理阐释，使红色成为我校教师教育的最鲜亮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提出四点要求。 底色。要不断创新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加快构建
李雪铭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 “大思政”工作体系，把“七一”重要讲话全面融入思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全校各级党 政课和课程思政建设当中；要不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
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作为当 深入研究“七一”重要讲话蕴含的重要创新点、关键

点，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要持续开展
好理论宣讲，引导师生加深对“七一”重要讲话的理解
和把握，进一步增进师生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
认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李雪铭要求，要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加强新时
代学校党建工作。要把学习“七一”重要讲话作为当前
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
联系实际学。要统筹推进学校庆祝建党 100 周年学党
史、感党恩、跟党走“七个 100”主题实践活动，深入
挖掘 70 年校史历程中蕴含的红色基因和人文精神。要以
学校召开的党建工作会议提出的 6 方面要求为工作导
向，积极践行提升学校新时代党建工作的务实有效举
措，为推动新征程上学校党的建设工作提供坚强保证。
要全面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发挥好各类网络新媒体平台
作用，积极展示我校干部师生贯彻落实的具体举措和实
际成效，提振广大干部师生学习热情，在全校上下迅速
掀起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的热潮。
本次学习会前，学校党委班子成员通过集体收看大
会直播、学习研讨、个人自学、撰写心得体会等形式进
行了为期 2 天的学习，做到了先学一步，为本次集中学
习汇报预热加温。
（孙凯丽）

每月出版/本期 4 版

我校举行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升旗仪式

本报讯 7 月 1 日清晨，辽宁师范大学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升旗仪式在黄河路校区北院操场举行。
校党委书记李雪铭，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苑晓杰，校
领导李培山、刘向军、朱成利、岳崇兴、肖继光、丛
茂国，机关部处领导，二级单位党政领导同全校 1400
余名师生代表参加了活动。升旗仪式由校团委书记冯
博主持。
国旗护卫队队员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卫着五星
红旗走过师生方队，走向国旗台。伴随着雄壮的 《义
勇军进行曲》，全场师生齐声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
校党委书记李雪铭在升旗仪式上讲话。他首先代
表学校党委向全体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
意！他强调，从 1921 到 2021，这波澜壮阔的 100 年，
一个政党的诞生与壮大，改写了一个东方大国的命运
轨迹；从 1921 到 2021，这彪炳千秋的 100 年，人民至
上的思想光辉，照亮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征程。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告诉我们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勉励全校师生要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充分发挥我校教师教育
鲜明特色，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努力为国家培养“立大志、明大
德、成大才、担大任”的时代新人。
教师党员代表、马克思主义学院兰明副教授在发
言中表示，作为新时代的思政课教师党员，要用大爱
感染学生，要用热爱成就师者，他勉励大学生要努力
做到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肩上有担当、眼里有
光芒；学生党员代表、外国语学院 2018 级金雍婕同学
代表新党员庄严承诺，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
心，向革命先辈学习，争做新时代优秀的中国共产党
党员。
仪式最后，全体师生挥动手中的党旗、齐唱 《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为建党百年华诞献上诚挚的
祝福。
（武玉鹏 摄影 马明菲）

我校举办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

本报讯 6 月 25 日，辽宁师范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在黄河路校区礼堂隆重举行。校
党委书记李雪铭，党委副书记、校长苑晓杰，校领导
李培山、刘向军、朱成利、岳崇兴、肖继光、丛茂国
以及学校各部处和二级学院领导、师生代表共计 500 余
人一同观看了演出。此次活动由校党委主办，校工
会、校团委承办。
本台晚会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时代”为主
题，共分为开创辉煌、建设祖国、伟大复兴 3 个篇章、
12 个节目，通过歌舞、情景剧表演、民乐演奏、配乐
诗朗诵等形式，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演出过程中，一个个精彩
的节目令观者应接不暇，现场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
声，整台晚会在全场师生合唱的 《天耀中华》 中结束。
此次演出旨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
里走，营造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和建校 70 周
年的浓厚氛围，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
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
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
慧、砥砺品格。师生纷纷表示信心百倍、豪情满怀，
要在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推动学校内涵
式、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
（赵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