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研究生部兼职团干部，有幸参加了学校共青团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第八次代表大会，此次团代会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团的十八大和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

神，对当代青年新特点、共青团工作新形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新时代做了深入研究和判断，让我们看到共

青团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第七次团代会以来取得的斐然

成绩，也精准的分析了在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工作作风

等方面尚存的问题，为接下的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作为研究生部的一名团干部，带领的是具有较高知识贮

备和科研素养的党的后备军队伍，因此我更要紧跟国

家、学校前进的步伐，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党和学校工作

大局中去思考、去设计、去把握。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在

观念上、方法上、内容上不断创新，不断开创共青团研究

生部工作新局面。

（研究生部学生管理办公室主任 陆鸣）

在此次共青团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第八次代表大会、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第十二次学生代表大会上，任民书记

的精彩讲话给我们以精神引领，团委的工作报告给了我

们工作上的指引，让我看到以前自身工作中的差距和不

足，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和学习的动力。我们团干部要

始终牢记自己身上的使命、肩上的责任，做政治上的明白

人，做加强学习的“勤奋人”，做踏实肯干的“能干人”。在

新的征程上，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引导青年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团结带领我院团员青年听党话、跟党走，

勇担使命，凝心聚力，服务三农，深学笃用新思想，青春建

功新时代。

（动物科技学院团委书记 唐笑）

很荣幸能作为本届团代会、学代会的代表，见证我校

团学工作的辉煌成果和美好发展。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是我校团学工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新的起

点！任民书记的讲话激励了每一位青年大学生，希望同学

们都能成为一个志存高远的人、成为一个苦练基本功的

人、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任民书

记讲话精神，严格以讲话中的各项指示要求为工作遵循，

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发挥优势、坚定信心、埋头苦干，满怀

热情迎接明天的辉煌，汇聚青春的梦想，展现青春的风

采，努力践行我们每位青年人的光荣使命。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团委书记 赵鹏）

共青团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第八届团员代表大会、河

北科技师范学院第十二届学生代表大会是一场能够切实

改善学生关注问题的活动，是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增强团

结意识的重要举措。能够参与这场盛会，园艺科技学院的

每位代表都倍感自豪与荣幸，每位代表都深切感受到了

作为一名科师学子，学校的建设发展需要每一名同学的

共同努力。同时也相信通过召开本次团代会、学代会，在

校党委的领导下，我们广大青年会打造成一个“讲政治、

重团结、干实事”的共青团集体。

（园艺科技学院辅导员 王岚）

任民书记的讲话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充分肯定了我

校共青团工作最近几年取得的成绩，并对我们广大团员

青年提出了殷切期望，使我们备受鼓舞、倍增信心。团委

工作报告，充分展现我校团委工作的各项工作，有高度、

有深度、有广度、充分展现了团员青年有责任、敢担当的

精神面貌，更为未来我校团委各项事业的发展壮大谋新

篇、布大局。作为一名基层团干部，我将把讲话精神及时

传达至学院每位团员青年，引导团员青年们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校准人生航标，为“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城市建设学院团委书记 安娜）

非常荣幸能够作为代表参加本次团代会和学代会，

这是一场在党的十九大、团的十八大和学校第三次党代

会精神指导下的青春盛会。校团委在学校党委和上级团

委的领导下，以党建带团建，以团员思想建设为抓手，创

新发展、转型发展、特色发展，把握重要节点开展主题教

育，凝聚青年力量。作为基层团委的专职团干部，我应该

始终牢记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带领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拥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

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奉献中焕发

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化学工程学院 项璞玉）

共青团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团代会、学

代会是我校团员青年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全面深入总结了近年来我校共青团和

学生会组织取得的辉煌成绩，我深切感受

到了科师共青团事业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学

校的正确领导，离不开青年学生的满腔热

情。作为基层分团委书记，要加强责任感

和紧迫感，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当中，把智慧和力

量贡献到把我校建设成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当中，不负韶华，砥砺前行。

（机电工程学院 王超）

作为代表参加此次大会我感受到的不

仅是荣幸与激动，更多的是对团组织的无

限忠诚与信心。会上，任民书记对团员青年学生提出四点

希望，激励全校团员青年鼓足干劲，为我校贡献青春力

量。我作为一名团委书记，更应紧

跟团学工作步伐，时刻了解每位团

员青年的思想动态，指引、陪伴他

们在正确的道路上走的更好、更

远。

（食品科技学院团委书记 董雪童）

我校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

和第十二次学生代表大会于 12月

20日胜利召开。校团委带领全体

与会代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全身心投入大会，群策群力，展

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圆满地完成

了预定的各项会议议程。任民书记

在大会上肯定了团学工作取得的

成绩，给予我们鼓励的同时也提出新的希望，为下一步团

学工作指明了方向，凝聚力量。总体来说，本次代表大会

是一次汇聚青年力量、激发青春梦想的大会，大会吹响了

青年号角，号召团员青年为学校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团委书记 李月荣）

很荣幸能作为代表参加本次会议，此

次会议让我接受了一次思想的洗礼，收获

满满。作为一名院系团委老师，我将在今

后的工作中始终保持一颗赤诚之心，不断

用新思想武装头脑，把“坚定的理想信念”

摆在首要位置，坚决做到党旗所指就是团

旗所向，在关键时刻传播好声音，传递正

能量，踏踏实实为党工作，勤勤恳恳为广

大青年服务。同时，强化“全团抓思想政治

引领”的意识和责任，把广大青年紧紧凝

聚在党的周围，引导青年学生听党话、跟

党走，用理想信念照亮学生人生的灯塔。

（物理系团总支书记 尹一楠）

我很荣幸参加了本次团代会，大会凝

聚了朝气蓬勃的青年力量，奏响了拼搏实

干的奋进强音！对我来说是一次理想信念的重温，更是一

次逐梦前行的启航！会上，任民书记的讲话思想深刻、内

涵丰富、语重心长，使我备受鼓舞。团委工作报告振奋人

心、令人鼓舞，总结了我校近几

年来共青团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同时描绘了未来的宏伟蓝图。作

为一名基层专职团干部，我将认

真学习、深刻领会、传达贯彻好

大会精神，学习领会传达贯彻大

会精神，认清使命，不负重托，为

共青团工作作出积极的贡献。

（外国语学院团委书记 孙燕）

我校第八次团代会、第十二

次学代会胜利召开，此时正是我

国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校奋力开

创特色鲜明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建设发展新局面的关键时期，是一次凝聚青春力量、砥砺

奋进的大会。作为文法学院的团委书记，更要牢记党旗所

指就是团旗所向，牢记“心有所幸，方能行远”的坚定信念

与追求。从工作实

际出发，以丰富多

样的形式加强对本

院学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坚持改革

创新，不断完善我

院团组织体制建

设、制度建设、功能

建设，创新教育形

式，强化思想引领；

加强第二课堂建

设，牢固育人平台，

团结带领全体学生

为实现学校创新发

展、转型发展、特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而矢志奋斗，共同

奏响新时代的青春赞歌。

（文法学院团委书记 王丹）

我校第八次团代会、第十二次学代会胜利召开，是我

校青年学生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能够作为一份子参

与到其中，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也感触颇多。团委工作

报告，总结了过去取得的成绩，研究分析当前的工作形

势，同时也部署谋划了今后工作的重点。要求全校团员青

年要牢固树立理想信念，在新时代体现新担当，面对新

时代的召唤，要敢于肩负时代使命，勇挑时代重担，开创

了团学工作新局面。作为一名团干部，我要不断增强自

身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凝聚青年，服务大局，当

好桥梁，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坚持立德树人，服务人才培

养大局。

（教育学院团委书记 于秀敏）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要勇做走在

时 代 前

列 的 奋

进者、开

拓者、奉

献者，让

青 春 在

为祖国、

为人民、

为 民 族

的 奉 献

中 焕 发

出 绚 丽

光彩。大

会 的 召

开，对于

进一步开创我院共青团工作新局面产生积极作用，更好

的团结和带领我院广大团员青年为学校改革和发展而努

力奋斗。新时期、新形势下，我院共青团组织要围绕“服务

学校发展，服务青年成才”的原则；坚持“以育人为中

心，以青年思想教育为己任，以提高团员青年素质为重

点”的工作思路；真抓实干、发挥特色、发挥优势、突出

特色，不断规范程序、丰富内容、创新载体，把我院共青

团组织建设成为一支朝气蓬勃、健康向上、团结拼搏的，

为学校建设特色鲜明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服务的先进青年

队伍。

（体育与健康学院团委书记 蒋帅）

我校第八次团代会、第十二次学代会胜利召开，任民

书记的讲话和团委工作报告鼓舞人心、催人奋进，作为一

个新入职的共青团干部，在聆听了这些充满热情、饱含希

望和载满嘱托的文字后，我深受鼓舞也心生感慨，并深刻

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担，能在学校转型发展关键时期从

事共青团工作也是我本人的一种幸福和幸运，我将坚持

深入青年、贴近青年、引领青年、服务青年，了解实情、倾

听呼声、回应诉求，要多看艳阳天，多听好声音，多传正能

量，努力做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贴心人和引路人，坚持用

实际行动赢得广大青年的尊重和信任。

（财经学院团委书记 赵欣）

逢冬雪新霁，迎青春暖阳，在我校奋力开创特色鲜明

高水平应

用型大学

建设发展

新局面的

关 键 时

期，我们

迎来了我

校共青团

第八次代

表大会和

第十二次

学生代表

大会。聆

听任民书

记的重要

讲话，感受到了学校党委对共青团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

青年的殷切希望，学习团委工作报告，体会到了科师共青

团事业的蓬勃发展，回首过去，学校共青团凝心聚力、成

绩显著，展望未来，学校

共青团牢记使命、再谱

新篇。守初心如磐，担使

命如山，让我们心有所

信，在校党委和校团委

的指导下，坚守“敏学、

修身、乐业、创新”的校

训精神，聚焦主责主业，

助力广大团员青年成长

成才！

（工商管理学院 赵彤）

能够参加本次团代

会、学代会，十分荣幸，

本次盛会充分展示了学

校对青年政治权利的尊重，聆听会议讲话和工作报告，深

为我校团委丰硕的建设成果感到自豪，更深感作为一名

团干部所承担的责任之重大，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会秉

持一名团干部的初心和使命，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持续

做好青年学生的思想引领，不断创新改进教育方式，充

分调动青年积极性，激励青年奋发向上精神，为青年的成

长成才贡献力量！

（艺术学院团委书记 程琳）

金海岸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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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钟声，

爆竹炸得震天价响，

焰火映得彻空里明。

过年啦！过年啦！

这大自然的无穷伟力呀，

一刹时：

人增一岁，

树长一轮！

拜年喽！拜年喽！

清晨，我攀上鸽子窝公园的崖顶，

迎着海上喷薄而出的旭日，

举手向伟大祖国致敬。

祖国啊，在多灾多难的 2020年，

是你扼住“新冠”的喉咙，

是你力挽汹涌的洪峰，

疫情下多少国家人员失业，经济凋零，

而你却奇迹般实现五千万人精准脱贫，

为亿万退休者养老金 16连增，

人民至上———

是你胜利的源泉，伟大的初衷！

在这新的一年的第一个清晨，

我祝你：平安竞进、昌盛繁荣、人寿年丰！

作人类前行，世界进步的引擎！

拜年喽！拜年喽！

迎着新一年第一响上课的铃声，

竚我 立在曦园的长青树下，

向我亲爱的学校深鞠一躬。

八十年啊，你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喜桃红李硕，成果丰盈，

近年你又承担起应用型大学建设的重任。

在这新的一年，我祝你：

展创新双翼，驱改革巨轮，

成应用型名校，育新一代精英，

为伟大祖国鼎力筑梦！

拜年喽！拜年喽！

我疾步走向老年活动厅，

去拜望尊敬的大姐、小妹、老弟、长兄，

我们虽都已两鬓斑白齿牙摇动，

却依然一腔热血、满腹豪情。

在这新的一年，我祝你：

健康长寿，有养、有乐、有为、有成，

用我们的残年余热，

谱写出一曲曲气荡山河的夕阳红！

过年啦！过年啦！

看艳阳高照、云淡风轻。

“五中全会”为我们导引了胜利的方向，

“十四五”规划为我们绘就了进军的征程，

让我们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旗，

去拥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拜年歌
阴 离退休教师 张国祥

学习讲话精神 发出科师声音
我校团干部热议第八次团代会第十二次学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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