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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27日上午，校党委书记李

雪铭、校长苑晓杰，校领导李培山、刘向军、

朱成利、岳崇兴、肖继光、丛茂国深入学校

一线走访检查，全面了解新学期开学准备、

疫情防控、校园环境、实验室管理、基建工

程建设、后勤服务保障及校园安全等情

况。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陪同检查。

上午 8:50，校党委书记李雪铭，党委副

书记李培山、副校长朱成利、丛茂国一行来

到西山湖校区，先后对西山湖校区大门口

返校学生报到处、教育强国工程建设基地、

后勤服务大厅、学生公寓以及相关学院等

进行了走访检查。李雪铭书记悉心询问了

新学期开学准备工作，教学单位的教学安

排、教职工返校、教育强国工程建设、校园

安全及实验室管理等情况。李雪铭书记指

出，各单位要进一步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

培养的教育体系，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提高

教育教学水平，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要强化

师范品牌特色，持续打造智慧校园；要加强

公共空间的共享使用管理，强化环境育人

效果，努力打造体现师范大学特色的标杆

寝室，从细节处体现管理服务水平，以更加

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学期开学以及70周
年校庆。

上午 8:40，校长苑晓杰，副校长刘向

军、岳崇兴、纪委书记肖继光一行对黄河路

校区进行走访检查。检查组一行走访了南

北院各有关学院、科研单位，仔细查看了办

公区、教学楼、实验室、学生公寓及体育场

馆，详细询问了招生录取、学科评估、教学

安排、实验室安全、学生宿舍改造、绿化维

修等情况。苑晓杰校长要求，各单位要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做好开学前的

教学准备工作，要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

更优良的工作作风投入到新学期工作中。

（付秋思）

本报讯 为全面做好学校疫情防控和秋

季学期开学工作，按照《中共辽宁省委教育

工委 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年秋季

学期开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辽委教通〔2021〕56号）和《高等学校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四版）》《校园疫

情常态化防控措施20条（修订版）》要求，我

校反复论证、周密制定了学生返校、新生报

到工作方案，并先后开展了3次全流程联合

推演。9月 2日下午，学校举行秋季学期学

生返校及疫情防控应急演练。校党委书记

李雪铭、校长苑晓杰，校领导李培山、刘向

军、岳崇兴、肖继光到现场指导演练活动。

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工作组

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演练。

本次演练模拟了学生返校、新生报到、

公寓内突发应急处置等 6个场景。在学生

报到演练现场，学校设有测温区、核验区、

隔离区、采样区、摆渡区等，返校学生保持

一米间距依次进入报到通道，完成测温、查

验行程卡、健康码、核酸检测报告、学生证

（身份证、录取通知书）、核酸检测采样等流

程后，有序乘坐校内摆渡车辆。在应急处

置环节，首先演练了在报到区域发现学生

健康码或行程卡异常的情况，由工作人员

及时安排学生隔离、转运和就医排查。随

后演练了入校后学生出现发热等突发情况

的处置，学生拨打了学校疫情防控值班室

电话，在学校值班医生的指导和安排下，乘

转运车辆至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医，

确定排除新冠肺炎后回到学校隔离区观

察。整场演练内容紧凑，严格按照返校日

标准执行各项措施。此外，学校计划于第

一批学生入校前再开展1次全流程演练，确

保学生返校、新生报到各项工作流程顺畅，

及时有效地处置和应对突发事件，切实维

护广大学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杨帅）

上好“开学第一课”，开启秋季新学

期。9月14日，我校在黄河路校区和西山湖

校区同步举行2021年秋季学期开学升国旗

仪式。校党委书记李雪铭、校长苑晓杰，校

领导李培山、刘向军、岳崇兴、肖继光、丛茂

国，全校中层干部以及师生代表参加了仪

式。校团委书记冯博以及校团委副书记、

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刘云分别在黄河

路校区和西山湖校区主持升旗仪式。

7:20，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

国旗护卫队队员昂首挺胸，迈着铿锵有力

的步伐，护卫五星红旗入场，在“向国旗敬

礼”的嘹亮口号中，全体师生满怀敬意地注

视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校党委书记李雪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

讲话。李雪铭指出，在备受瞩目的2021年，

我们迎来了建党百年的光荣时刻，实现了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意气风发向着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迈进。还有10天，全校师生将共

同迎来师大70华诞！在这个美好时刻，他向

全体学子提出三点希望: 第一，希望同学们

信念坚定、爱党爱国，做爱国主义精神的坚

守者和传播者。要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加强自身修养，坚定理想信

念，培育高尚品格，始终把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作为努力志向，努力成为可堪

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第二，希望同

学们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做辽师大“一训三

风”和大学精神的践行者和奋斗者。要牢记

“厚德博学，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将“求善

求美的人文精神、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求

新求进的创业精神”深深烙印在内心深处，

作为共同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第三，希

望同学们勇于创新、追求卓越，展翅新时代，

圆梦新征程。要主动追求思想的进步和执

行力提升，要在勇攀高峰的道路上练就更强

大的内心，用每一个人的小梦想共同托举起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青年教师郭禹

辰，生命科学学院团委教师兼职副书记、青

年教师卞瑶，地理科学学院学生董伟业，计

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学生孙佳慧分别做国

旗下演讲。他们共同表达了对建党百年和

建校 70周年的自豪之情，分享了自己专业

学习和工作中的经历体会，号召全校青年

迎难而上、增强本领，传承和弘扬我校“一

训三风”和大学精神，全力以赴，砥砺前行，

在新的学期再创佳绩。 （武玉鹏）

本报讯 按照辽宁省教育厅统一部署，

经过精心筹备、周密组织，8月30日，我校新

学期线上教学全面启动。上午8点，广大教

师与身处全国各地的同学们准时“线上相

聚”。校党委书记李雪铭、校长苑晓杰，副校

长刘向军，相关部处同志在主楼301会议室

远程在线检查了开学首日在线教学情况。

校领导通过长江雨课堂、超星学习通、

腾讯会议、腾讯课堂、QQ群课堂等多种方

式，先后进入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王晶、

地理科学学院许淑婷、数学学院李然、马克

思主义学院吴萍、教育学院杨淑萍、美术学

院孙晓昕、生命科学学院逄越7位老师主讲

的本科生在线课堂，数学学院韩友发和张

新立、文学院王虎、历史文化旅游学院佟静

4位老师主讲的研究生在线课堂，观摩了授

课教师发布的学习任务、课程视频、直播课

件、课程知识点讲授、答疑互动等内容。

李雪铭书记连线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

院王晶老师主讲的《多媒体技术》在线课

堂，代表学校向师生表达了诚挚问候，详细

询问了线上教学课程安排、学生在线学习

情况与学习感受。李雪铭提到，面对疫情，

我校教师始终坚守教书育人一线，认真开

展线上教学，开课效率高，教学效果好，希

望大家充分利用本阶段积累的在线教学数

据开展探索性研究，持续推进教学改革与

创新，提升学校整体教育教学水平。李雪

铭还特别叮嘱同学们，要做好自身防护，确

保健康安全，并希望大家遵守线上教学要

求，积极与任课教师保持线上沟通，掌握学

习主动权，明确目标，提高学习效率。

苑晓杰校长连线数学学院李然老师的

《实变函数》和韩友发老师的《纽结理论》在

线课堂，与师生进行了亲切交流。苑晓杰

对在线教学顺利启动且运行有序、效果良

好给予充分肯定，对老师们克服困难全身

心投入在线教学、多维运用信息化教学手

段提高教学质量，对同学们积极主动、饱满

向上的学习状态表示由衷赞赏。他希望师

生们携力克艰，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全面保证在线教学与线下课堂

教学质量实质等效。

刘向军副校长提到，学校暑期已举办

多轮在线教学专题培训，要在此基础上继

续采取多种方式推广在线教学技能方法，

全力推进在线教学顺利开展。同时，相关

部门要做好服务工作，及时解决教师在线

教学过程中的技术困难和问题，助力教师

积极探索在线教学新模式。

开学首日，全校 399门本科生课程、75
门研究生课程“云端”开课，360余位教师开

展在线教学，近2万名学生参加在线学习。

（史慧）

本报讯 8月 26日上午，学校在校礼堂召开

2021年秋季学期学生返校及疫情防控工作部署

会。校党委书记李雪铭、校长苑晓杰，校领导李

培山、刘向军、朱成利、岳崇兴、肖继光、丛茂国出

席会议。全校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正处级调研

员参加会议。会议由校党委书记李雪铭主持。

校长苑晓杰从返校的基本要求、返校前的

准备工作、学生返校及新生报到工作、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日常管理工作、疫情应急处置工作

等6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部署。苑晓杰校长强调，

按照全省教育系统秋季学期开学暨校园疫情防

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省教育厅通知要

求，学校高度重视、认真周密谋划开学工作，科

学制定开学工作方案，召开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校长办公会议、校党委会会议进

行了多次论证和审议方

案，并面向全校处级干部

进行工作布置，确保工作

推进和要求到位。

校党委书记李雪铭就

扎实做好秋季学期学生返

校及防控工作提出 5点要

求：一要提高政治站位。

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省

教育厅决策部署，及时传

达、密集调度，责任到岗、

任务到人，确保每个细节、

每个关键步骤落实到位。

二要强化底线思维。要克

服长期应战带来的麻木懈

怠和形势向好带来的侥幸心态，坚持“抠细节”

“清死角”，确保学校应急机制运转顺畅。三要

确保校园和谐稳定。畅通内部合理诉求反馈渠

道，妥善解决师生合理诉求，加强值班值守，提

升服务保障质量。四要加强督查督导。全程督

导、严格检查各单位开学准备情况，既督工作、

督进展、督成效，又查认识、查责任、查作风。五

要加强宣传和教育引导。进一步强信心、暖人

心、聚民心，引导师生加强日常防护，注重体育

锻炼，培养健康生活方式。

李雪铭书记号召全校党员领导干部和师生

群众齐心协力、再接再厉，坚决筑起校园防疫的

铜墙铁壁，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动新学期

学校事业发展和疫情防控工作再上新台阶！

（杨帅）

本报讯 近日，辽宁省高校学报研究会

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 2021年学术年会

在沈阳召开，大会公布了会务工作先进单位

和优秀个人评选以及 2021年度优秀编辑学

论文评选结果，我校学报编辑部被评为“会

务工作先进单位”；乔桢同志被评为“会务工

作优秀个人”；李晓艳、白风同志均荣获“优

秀编辑学论文一等奖”。 （乔桢）
本报讯 当地时间 7月 16日，第二十届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意大利暨圣

马力诺赛区比赛圆满结束。本届大赛主题

为“天下一家（One World One Family）”。受

新冠疫情影响，大赛以线上视频形式举行，

分为演讲、才艺和写作三个环节，来自 11所
孔子学院的 16名选手参加了比赛。经过激

烈的角逐，我校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选手

方曼（Debora Forconi）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夺得冠军与最佳写作奖，我校米兰国立大学

孔子学院另一位选手雪莉（Martina Grassia）
获得纪念奖。 （冯俊杰）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辅导员队伍党史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按照学校党委党史学习

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要求，7月
18-19日，党委学生工作部组织全体辅导员

赴丹东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实地研学和培训

活动。 （肖虹）
本报讯 7月28日，大连市政协副主席吴

继华、市政协科教卫委主任于礼萍、副主任

付晓辉一行到我校调研指导。校长苑晓杰

陪同调研，党政办公室、海洋可持续发展研

究院、校史馆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伏捷）
本报讯 7月 26日至 29日，高校青年教

师科研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自然科学类）

在我校成功举办，来自全国18所高校的102
名青年教师通过现场面授和网络直播相结

合的形式参加了研修。本次研修班由教育

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与辽宁省高

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联合主办。 （侯平路）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进一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切实维护教职工的健康权益，营造良好

和谐的工作氛围，7月 29日，校工会组织开

展了暑期“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奋斗在一线

的教职工送去“清凉”和关怀。 （赵丽军）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进一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切实维护教职工的健康权益，营造良好

和谐的工作氛围，7月 29日，校工会组织开

展了暑期“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奋斗在一线

的教职工送去“清凉”和关怀。 （赵丽军）
本报讯 按照学校党委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要求，学生工作部

在今年暑假伊始，组织全体辅导员开展“庆

祝建党百年，走访百个家庭”的暑期家访活

动，学生工作部同志及全体辅导员近 70人
参加了此次联合家访。 （肖虹）

本报讯 8月10日下午，学校召开向重点

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工作动员会，校

党委副书记李培山同志主持会议，部分职能

部门负责人、相关二级单位党组织书记参加

会议。 （司睿山）
本报讯 按照省委组织部《关于做好全

省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期满考核工作

的实施方案》和省委教育工委工作要求，学

校党委制定了《辽宁师范大学关于做好驻村

第一书记期满考核工作方案》，成立了驻村

第一书记期满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党委书记

李雪铭任组长，党委副书记、校长苑晓杰和

党委副书记李培山任副组长，下设 10个考

核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组织部。

（司睿山）
本报讯 近日，中宣部公布了第五届中

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名单，我校出版社荣获优

秀出版人物奖，这也是出版社建社以来获得

的最高荣誉。中国出版政府奖是我国新闻

出版领域的最高奖项，《大连日报》《辽宁日

报》等媒体分别进行了相关专访和报道。

（孙琳）
本报讯 根据国家卫健委、教育部联合

印发的《高等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

案（第四版）》和中共辽宁省委教育工委、辽

宁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年秋季学期开

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及《辽宁

师范大学 2021年秋季开学工作方案》要求，

为切实做好 2021年秋季学期开学及疫情防

控工作，2021年 8月 30日，我校在黄河路校

区开展秋季学期返校教职工和在校学生全

员核酸检测工作。 （李孝君）
本报讯 9月2日，我校“推进教工餐健康

合理发展”工作座谈会在主楼 301会议室召

开。校工会、后勤服务产业集团、各二级单

位教职工代表等相关领导老师参加会议。

座谈会由校工会主席陶文东主持。（赵丽军）
本报讯 根据《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

于申报 2021年辽宁省研究生创新项目的通

知》（辽教办﹝2021﹞65号）、《辽宁省教育厅办

公室关于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

革项目实施情况调研评估工作的通知》（辽

教办﹝2021﹞137号）及《辽宁省教育厅关于

2021年辽宁省研究生创新与学术交流中心

及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遴选

结果的公示》等文件，经学校申报、省教育厅

组织专家评审，我校新获批 1个辽宁省研究

生创新与学术交流中心和 4个辽宁省专业

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辽宁省

人格健康与脑机制研究生创新与学术交流

中心、大连保税区第一高级中学专业学位研

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大连市西岗区日新学校

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盖州市第二

高级中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和

大连市普兰店区第二中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 （吕晨曦）
本报讯 9月 9日上午，省纪委监委第四

纪检监察室主任高原、副主任于广滨等一行

六人到我校调研指导工作。校党委书记李

雪铭、校长苑晓杰、纪委书记肖继光及纪委

（监察专员办公室）全体同志参加调研座谈

会。 （段文斌）
本报讯 9月 9日上午，副校长丛茂国在

主楼 301会议室主持召开 2021级新生报到

工作协调部署会。学校各相关部处负责人

和黄河路校区各学院副书记、本科生和研究

生新生辅导员参加会议。西山湖校区相关

人员在历史文化旅游学院会议室以视频形

式参加会议。 （杨帅）
本报讯 9月7日和9月9日下午，我校在

文科2号楼501教室举办了2021年度硕士研

究生导师岗前培训会。全校新遴选的 58位
硕士研究生导师参加了培训。培训会由学

科建设办公室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狄乾斌

主持。 （冯敬一）
本报讯 近日，由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

教育基金会主办的 2021年辽宁省华育奖教

奖学颁奖大会在沈阳举行。我校教育学院

党委副书记贾舒涵荣获“2021年辽宁省华育

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称号，外国语学院

2017级本科生曾亦诚荣获“2021年辽宁省华

育大学生年度人物”称号。

（肖虹）

新学期校领导深入“云端”课堂“把脉”线上教学

学校召开2021年秋季学期
学生返校及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

校领导走访检查新学期开学准备工作

我校举行2021年秋季学期开学升国旗仪式

我校举行秋季学期学生返校及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