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全校各基层党组织、各单

位高度重视，严格遵循党中央和省委工作要求，认真落实

校党委各项安排部署，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当前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精心谋划，创新方法，狠抓落实，以丰富

多彩的形式开展学习教育，突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努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师生、深入基层、深

入人心。

机电工程学院认真收看学习《榜样 5》专题节目。机电

工程学院党委高度重视《榜样 5》专题节目收看工作，将其

作为学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为保证收看学习

全覆盖，学院党委创新工作方式，第一时间在微信群内发

布收看通知，提供手机和电脑收看链接，同时，积极组织学

院 7个党支部的 65名正式党员和 51名预备党员，采取线

上自行收看和线下集中观看方式进行学习，严格做到自行

收看发表感言、集中收看研讨交流，确保活动取得实实在

在的效果。

食品科技学院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食品

科技学院教工党支部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更好的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党史学

习成果落到实处，组织开展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我

为学院添光彩”志愿服务暨主题党日活动。支部党员两两

结组对学院实验室进行了全面清扫和整理，给学生营造了

良好的实验环境，同时塑造了严谨、勤奋、整洁的食品科技

学院形象。

海洋资源与环境学院唱响《团结就是力量》。学院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深入学习《习近平给河北省平山县西

柏坡镇北庄村全体党员的回信》，强调要深入领会重要回

信精神，真正做到原原本本学、重温党史学、丰富载体学、

联系实际学。各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和预备党员观看学习

《党史故事 100讲》中的精选篇目，传唱《团结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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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开展“讲好入党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凝聚党心励今人”座谈会。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邀请“关

工委”委员———原数信学院党委书记马国光和原数信学院

副院长肖欣两位退休教师党员主讲。马国光老师从党史出

发，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同时结合自身事例，满

怀深情地回忆了自身以实际行动积极要求入党的经历，畅

谈入党初心，表明将永葆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做到退休

不褪色、离岗不离党，为学校建设再作新贡献。肖欣老师结

合自身从插队当知青时加入党组织，到刻苦钻研考取大

学，再到成为大学老师的经历，从感恩、做好每个阶段的自

己及珍惜每一段经历三个主题出发，分享了自己教师生涯

的经验和体会，教育入党积极分子入党后要更加积极进

取，带领身边的普通同学共同进步，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

格党员。

教育学院着力提升党史学习教育“五个度”。教育学院

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要求全院师生党员在学习过程中

要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扎实推动学习教育深入有序开展。

提出要深刻领会精神，着力提升党史学习教育的“高度”;准

确把握要义，着力提升党史学习教育的“深度”;加强整体统

筹，着力提升党史学习教育的“广度”;丰富活动载体，着力

提升党史学习教育的“效度”;加强宣传引导，着力营造党史

学习教育氛围的“热度”。同时，要求党员干部要强化责任

传导、营造浓厚氛围、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工商管理学院微信公众号开设“党员读党史”专栏。为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工商管理学院依托微信

公众号开设“党员读党史”专栏，营造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浓厚氛围。专栏从 3月 27日开始每日

推送党史故事，由学生党员朗读录制，带领大家重温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恢弘史诗。专栏自开设以来已连续推出

10期，阅读量超 2000人次，成为全院师生学习党史、互动

交流的重要平台。

思政部启动“思政课教师讲党史”活动。思想政治理

论教学部（以下简称“思政部”）启动“思政教师讲党史”活

动。主要由“党员干部专题宣讲”“青年教师专题宣讲”和

“面向社会专题宣讲”三部分组成。党员干部宣讲以思政

部党政领导班子、支部书记、教研室主任、博士和先进典

型为主体，每人负责一个专题，在思政部内部进行宣讲学

习，推进思政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同时遴选优秀专

题面向师生开展专题讲座和宣讲会；组织新入职青年教

师认真备课，面向大学生，开展小座谈、小讲座等规模较

小、形式灵活的党史宣讲，为全校党史学习教育提供宣讲

支持，营造浓厚氛围。在服务校内宣讲之余，思政部还将

组织优秀专题和教师，面向企事业单位、社区、学校、农

村，开展党史宣讲，做好社会服务，为地方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贡献科师力量。

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举办“团结就是力量”专题党课。

党总支书记带领全体党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河北

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全体党员的回信，以“弘扬西柏

坡精神，唱响新时代‘团结就是力量’”为题上了一堂生动

的党课。通过重温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历史，阐释了西柏坡

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团结就是力量”的政治意义、时代意

义，强调要坚定不移坚持“团结就是力量”，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忘初心使命，切实做到爱岗敬

业、勤奋工作、担当作为、团结奋进，为实现学校创新发展、

转型发展、特色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继续教育学院的应

有力量，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离退休人员党总支积极动员老党员参与党史学习教

育。离退休人员党总支召开专题支委（扩大）会议，学习传

达校党委《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和任民同

志在学校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同时向全

体老党员发送短信传达动员大会精神，引导老同志关注学

校网站并重点学习任民同志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真正做

到通知、动员、学习全覆盖。为抒发广大离退休干部的爱国

情怀，党总支部部署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老

干部网络征文、诗词、书画、摄影比赛”活动，积极动员老干

部老党员参加到活动中来，喜迎建党 100周年。

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开展好“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离退休党总支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送书上门”活动，向离休党员赠送《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党史学习教育相关书籍，

搭建了党组织与离退休党员之间思想沟通桥梁，让他们感

受到了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学习资料的送发让离休老党员

足不出户就可以开展党史学习，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

实在在的效果。

形式多样 异彩纷呈
我校各单位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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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

告慰先烈 可爱的中国强起来了
阴 张国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恰逢学

校建校 80周年。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深

切表达对党的炙热情怀，展现学校在党旗指引

下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风貌，展示广大教职工

开拓进取、奋勇争先、勇于奉献的时代风采和

先进事迹，进一步激发广大师生爱党爱国爱校

情怀，激励全校上下凝心聚力、开拓创新、真抓

实干，把学习收获转化为推动学校“十四五”和

特色鲜明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切实行动，

努力开创学校事业发展新的辉煌。学校校报编

辑部特举办“党的光辉、校的历程、我的发展”

庆祝建党 100周年、建校 80周年征文活动，具

体事宜如下：

一、征文对象：

全校师生员工、离退休老同志、广大校友。

二、征文时间：

自即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三、征文内容：

1、教学体验，生活见闻。结合个人的成长

经历及教学实践，写出在校园生活、家庭生活、

社会实践中引发的体悟、感受，映照学校的发

展、个人的成长、生活的美好，抒发对党的独特

情怀。

2、历史感悟，人生思考。客观记录学校 80

年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和感人事

迹；重温与领导、同事和同学一起度过的感人

岁月和真挚情感；

3、讴歌先进，学有标杆。记述令人难以忘

怀的身边人、身边事，讴歌为学校发展做出过

突出贡献的先进人物。

四、征文要求：

1、征文作品须为原创。要求主题突出，立

意新颖，事例生动，逻辑严谨，文风朴实，语言

流畅，感情真挚，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感染力和

说服力。

2、文章题目、体裁不限，字数一般不超过

3000字。

五、投稿方式：

稿件以电子版形式发送到河北科技师范

学院校报编辑部邮箱 xcb1127@126.com，纸版

稿件可送（寄）至党委宣传部办公室（河北科技

师范学院秦皇岛校区逸夫楼 1009室），稿件主

题请注明“征文”字样。所有征文请注明本人姓

名、通讯联络地址和电话。

征集稿件将择优在《河北科技师院报》上

陆续署名刊登。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校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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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方志敏烈士，您在天国还好吗？

今年是我们伟大的党的百年华诞。算起来您今年已

经 121岁，党龄也已 97年了！

当我还在读小学时，老师就给我们讲述了您的英雄

故事。得知您在少年时就深恶旧社会的不公，深恶列强

的侵凌，深恶国民党的反动腐朽，深察百姓的苦难贫穷。

遂于 1923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领导农民运动、

组织发展红军的革命斗争。历任党的县委长记、特委书

记、省委书记、红十军政委、闽浙赣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中央民主政府执行委员、党的六届中央委员等要职。

1934年奉中央命率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遭国民党匪

军围攻，在与七倍于己之敌的激战中失利，因叛徒出卖

被俘。在狱中您百受折磨而不屈，诱以高官而不为所动，

却在入狱后的第五天就开始暗暗写作了《可爱的中国》

等不朽著作，为我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最终于

1935年 7月在南昌为国民党反动派枪杀。您献身革命、

英勇斗争、坚守信仰、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在我幼小的

心灵中竖立起一座永放光芒的丰碑，照亮我迄今 86岁

的生命途程。但当时年幼无知的我，也曾对您在狱中写

作的《可爱的中国》有过些许的不解。我曾想：我们国家

虽有壮丽的山川却为帝国主义所侵略；虽有沃土千里却

为官僚地主所霸占，而终年辛勤劳作的农民却衣不遮

体、食不果腹；虽有自诩的“国民政府”却欺压人民媚敌

卖国。这样的中国还有什么可爱？这在我幼稚的心中一

直是个不解之谜。及至上了中学，我急切地奔往图书馆，

抢借到一本《可爱的中国》，秉烛夜读，我被您的思想所

震撼，不禁深深自责泪流满面。您在文中写道：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

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

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国在战斗

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

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和解放……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

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的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

眛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 ……都要离去中国

了。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

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

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

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

替了凄凉的荒地!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

类的面前……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辽远的将来……

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要持

久艰苦地奋斗，把各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

拯救吧……

这段文字表露了您炽烈的爱国情怀，您所呐喊的中

国的可爱，绝非对中国当时悲惨命运的藻饰，而是召唤

国人奋起斗争，创造一个活跃跃的、进步的、富裕的、智

慧的、友爱的、明媚的、充满生之快乐的新中国。您的话

在我的心中播撒了燃烧毕生的火种。

敬爱的方志敏烈士，您离开我们已经 86年了，我知

道您在 86年中的每一天，都期盼听到祖国的沧桑巨变。

我是在您牺牲的那一年(1935年)出生的，经历了您未曾

经历的主要事件，就让我向您作个简单的汇报吧：

敬爱的方志敏烈士，您牺牲的当年，我们的中央红

军，冲破了白匪军的围剿封锁，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历尽千辛万苦建立了陕北根据地，并联合一切抗日力

量，结成民族抗日统一阵线，与日寇进行了 14年血染疆

土的斗争，终于战败了日本侵略者，穷凶极恶的日本强

盗在 1945年 8月 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如您

所说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

敬爱的方志敏烈士，正当延安军民敲起庆祝抗战胜

利的锣鼓时，国民党反动派又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

发动了反革命内战。我党奋起反击，只用了不到 4年的

时间，经过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数百万

军队，于 1949年 4月解放了蒋介石的老巢南京并向全

国进军。您听到毛主席朗声吟诵他的雄伟诗作《人民解

放军占领南京》了吗？

敬爱的方志敏烈士，就在南京解放不足半年的

1949年 10月 1日，您终生为之奋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了！您听到了开国大典礼炮的轰鸣和毛主席震惊寰

宇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吗？

敬爱的方志敏烈士，建国后的 72(1949~2021)年间，我们

国运昌盛、经济发展、建设宏伟、人民幸福。

72年维我主权。建国后党和国家庄严宣告:帝国主

义强迫我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律废止；帝国主义强权

设置的“租借地”一律收回；1997、1999香港、澳门胜利

回归。72年间也曾有人觊觎我们的领士，但他们得到的

只能是中国人民的铁拳。

72年经济发展。建国后的 72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后，我国百业振兴、繁荣昌盛。经过 13个五年计划，国民

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72年广兴建设。建国后的 7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

发展，国家进行了卓有成效、举世震惊的建设。我们建成

了规模浩大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实现了毛主席“更立

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理想；我们兴

建了南水北调工程，让滚滚甘甜的长江水，润泽了干旱

的北方；我们架起了珠港澳大桥，喜见伶仃洋里长虹卧

波；我们继两弹一星之后，让“神舟”“天宫”“嫦娥”“北

斗”遨游天宇；我们有世界最大的“天眼”；我们有潜海最

深的“蛟龙”；我们有世界总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我

们实现了您所期盼的“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

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72年普惠民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广泛的社会保

障，以及教育的普及、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人民生活得

到显著改善，人口预期寿命从建国前的不足 40岁，提高

到 76.9岁，上海已达 83.67岁。但仍有部分人口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成为党和国家的牵挂。党的 19大以来，动

员全国力量开展精准扶贫，到 2020年实现了贫困人口

的精准脱贫、全面小康。您所希冀的“富裕将代替了贫

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已经成为现实。这里，我还要特

别向您报告，在我党完成了建党百年的任务后，又提出

了建国百年的宏伟目标，那就是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习总书记提

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您一定为此欢呼雀

跃吧!

敬爱的方志敏烈士，今年是我们伟大的党的百年

华诞。您可以看到您和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国旗是怎样

骄傲地飘扬在天安门前的蓝天碧瓦间；看到您战斗一生

的江西,那碧浪排空的鄱阳湖，甘甜凛冽的赣江水，在您

的殉难地南昌已盛开了鲜花；看到您的家乡弋阳，那一

排排崛起的老俵们的新居，这时我相信您一定胸涌波

涛，挥笔写下又一篇雄文。我猜想这篇文章的标题一定

是———《最最可爱的中国》！

（作者系离退休教师）

【师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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