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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明鉴 砥砺初心
各院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晚报讯 17日下午，江苏航
运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全体党员教师在市党性教育
基地——陆洪小镇开展了党史
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毛泽东塑像收藏馆是江苏航
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
地，双方即将合作举办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毛泽
东塑像收藏馆的沈馆长为老师们
介绍了毛泽东艺术塑像以及瓷板
画、瓷摆件等5000多件各类艺术
品。这些藏品，是人民领袖光辉
业绩的缩影，更是集中展现了党
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
历史画卷。党员们认真学习，仔
细观看，回溯革命历程和伟人风
范，深受教育。在刘瑞龙故居，教
师们通过参观游览，深入了解了
刘瑞龙同志为革命事业光辉战斗
的一生，感受到了刘瑞龙同志及
老一辈革命家身上坚定的革命意
志、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以及一
心为公的无私精神。

随后，马克思主义学院直属
党支部书记、常务副院长林彬在
收藏馆为全体党员教师上了一堂
党史学习教育现场党课。林彬围

绕“为什么学、学什么、如何学”等几
个方面对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进行了
动员和部署。她强调，在全党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
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
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全体党员教师
要全身心投入，做到学有所思、学有
所悟、学有所得，及时把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融入思政课教学中。

活动结束后，党员教师纷纷表

示，作为党史的教学、研究工作者，
要将党史学习教育与立德树人使命
相结合，积极探索将党史学习教育
纳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在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的同时，帮助学生深入理解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等重大问题，教育引导学生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更好传承红色
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持正确方
向，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通讯员陆嘉慧

3月17日，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议，对全
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动员部
署。校党委书记、校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组长马建明作动员讲话。
校党委副书记、校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副组长顾卫兵主持会议。

马建明指出，在全党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
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
决策。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守正创新抓住机
遇，锐意进取开辟新局，奋力推进学
校高质量发展。

马建明强调，全校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根据“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总要
求，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史学
习教育重大意义；把握重点要义，高
标准高质量完成目标任务；强化责
任担当，全面提升党史学习教育实
际成效。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以史
为鉴，学以正心，树立正确党史观；
要以学为基，学以明志，传承党内教
育优良传统；要以做为本，学以致
用，切实为师生办实事。

顾卫兵介绍了《中共南通科技
职业学院委员会关于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实施方案》，并就贯彻落
实好本次会议精神提出了要求。

在随后举行的党史学习教育专
题学习会上，南通市慈善总会副会
长叶沈良作党史专题报告。叶沈良
以“精神力量中感受中国共产党的
光辉历程”为主题，以“中国共产党
的血脉中浸润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
神”“中国共产党的奋斗中闪烁着中
华民族的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中展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为主线，通过对党经过不同时期形成
的伟大精神深入分析介绍，让在座全
体人员从思想到灵魂再一次地接受
了党最先进最伟大的理想的洗礼。

科院全体党委委员、纪委委员、
全体中层干部、党支部书记、师生党
员代表等出席会议。通讯员冯凯敏

晚报讯 3月12日下午，江
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召开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对全校深入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全面动
员和部署。校党委书记秦志林
作动员讲话，全体党委委员、纪
委委员、科级以上干部、二级学
院（部）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
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总书记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对新时代学习党的历史、弘
扬党的传统、开启新的征程、创
造新的伟业作出了重要部署，为
我们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校
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和把握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指导思
想、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
务，确保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

学校党委会传达学习中央和省
委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紧密结合
学校实际，研究制定了《中共江苏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关于在全校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
贯彻好《实施方案》，要确立本次党
史学习教育的指导思想、把握本次
党史学习教育的主题主线，明确本
次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任务。

会议强调，要从压实领导责任，
坚持统筹推进，积极探索创新，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抓好宣传引导
等方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高思

想站位，立足实际、学用结合、守正
创新，防止学习和工作“两张皮”，确
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
项任务。会议号召，全校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积极行动起
来，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
强内涵建设，全面提升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更加昂扬
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认真谋划

“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各项工作，切
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发
展成就，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
动学校办学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综
合实力等全面提升，奋力开创学校
事业发展新格局，以优异成绩庆祝
建党100周年。

工宣

江苏航院：

塑伟人 溯百年 诉初心

南通科院：

以史为鉴 学以正心 学以明志

江苏工院：

加强内涵建设 提升治理能力

晚报讯 为进一步学习《民
法典》，提升广大师生法治意识，
树立良好的法治观念。近日，南
通开放大学联合南通市中级人民
法院共同举行《民法典》进校园专
题讲座。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法典讲师团讲师、市中级人民
法院民三庭一级法官姜安安作
题为《“典”亮校园——民法典热
点问题探讨》专题讲座。副校长
王珏出席，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代表、各学院团总支书记、校第
33期青马工程全体学员、主要
学生干部200余人参加宣传教
育活动。

姜安安法官向学校赠送南
通法院《民法典》宣讲纪念奖
牌，副校长王珏代表学校感谢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学校的
支持，希望加强校、院共建，共
同推进普法宣传和大学生法制
教育。

专题讲座中，姜法官从法律
年龄与民事行为能力、人格权与
校园欺凌、诉讼时效与预防性侵、
民间借贷预防、学校教育管理责
任、著作权相关问题等六个方面
展开宣讲，用翔实的数据阐述违
法案件，把专业的法理知识融入
真实案例之中，从司法角度为广
大青年教师学习使用《民法典》提
供专业建议。讲座内容贴近广大
师生实际，受到师生广泛好评，对
教师依法从教、以法育人有很强
的指导意义。

铠璇

晚报讯 又是一年植树时。
为迎接建党100周年，营造绿色
健康的生活环境贡献卫生健康
系统的力量，植树节当天，南通
卫生高职校8位学生代表在团
委副书记王荪琦带领下参加了
市卫健委开展的“百人种百棵初
心树”活动，为通吕绿廊景区再
添新绿。

在活动开始前分别由离退
休老同志代表葛维先，医院规
培生代表魏晟，医疗专家学生
代表高洁这三位前辈代表发言，
讲述了他们在自己工作岗位上
的经历、感言和展望。让大家知
道不忘初心，方能明确方向，牢
记使命，更要勇于担当。

随后学生们和大家一起举起
手中的铁锹，挖坑放苗、扶直树
苗、挥锹培土、踩实压紧、浇水围
土，同学们主动协作、有序分工，

配合默契、有条不紊，以实际行
动展现了卫校学子爱护树木、关
爱环境的文明意识。当看到自
己亲手种下的一棵棵树苗挺拔
而立时，大家脸上都露出了欣
慰的笑容。

学生代表李冯秋子说：“今天
种下的这些小树苗就像是我们自
己，我们要根植白衣天使的初心，
救死扶伤，现在就需要夯实基础
知识，提高创新能力，将来也像前
辈一样，长成参天大树，守护一方
健康。”

种下“初心树”，走上初心路，
以“白衣天使”为奋斗目标，立下

“为人民服务”的坚定承诺。现在
你我皆是小树苗，但参天大树未
来可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
卫生道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为
医学事业添砖添瓦。

通讯员季娟

晚报讯 为普及消防安全常
识，提高社区居民的消防安全意
识和防范自救能力，16日下午，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
学院联合千禧园社区举办“消防
知识进万家”主题讲座。

讲座中，江苏工院学生沙飞
鹏利用近期发生的几起老旧居民
楼的火灾为案例，对家庭火灾预
防、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和火
灾逃生自救等方面知识，以点带
面，娓娓道来。他特别对电动车
安全充电及消防安全通道保持
畅通等社区常见问题提出了警
示。沙飞鹏就读于江苏工院建

筑室内设计专业，在校期间响应
国家的号召应征入伍，在江苏消
防部队服役的两年中，他积极努
力，冲锋在前，践行了“最美逆行
者”的责任与担当。退伍复学
后，他一边学习一边投入到消防
宣传志愿服务工作中。

据悉，江苏工院艺术设计学
院与千禧园社区自共建以来，双
方按照“资源共享、互利互惠”的
原则，协商举办“家门口的老年
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师生多次
开展志愿服务，为社区老年人智
能手机使用、摄影、刺绣等学习提
供帮助。 通讯员谢雨颖

志愿服务，宣传消防知识
江苏工院联合社区开展主题讲座

“典”亮校园，提升法治意识
南通开大举行《民法典》进校园专题讲座

种“初心树”，守护一方健康
南通卫生高职校参加“百人种百棵初心树”活动

种下“初心树”，走上初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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