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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情通报

我校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

9 月 30 日下午，我校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

校党委书记王立兵，党委副书记、校长陈向军，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王

基家，党委常委、副校长彭锦，副校长马志斌，党委常委、校长助理汪

晓凌，党委常委王锋出席大会。陈向军主持会议。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诗歌朗诵《我爱你，中国》用饱

满的热情传达了我校学子对祖国 70周年华诞的祝福。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见证者、离休干部代表陈志忠，与新中国同龄

的退休教师代表熊清元，与祖国同庆生日的教职工代表郭朝东，及学生

代表文学院朱国庆、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方国庆相继发言。

在《黄冈师范学院校歌》和《国际歌》的乐声中，本次大会圆满结

束。全体离退休教职工代表、副处级及以上干部、两代表一委员、师生

代表参加大会。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9/1002/c1110a51069/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0901/c1110a49613/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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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师版“大别山精神”在这个全国高校会议上受到
高度关注

10 月 9日至 10 日，第十一届全国革命老区高校联席会在贵州省毕节

市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召开，来自全国革命老区 40多所高校的党委书

记、校长、专家等 100 余名代表出席会议。校党委书记王立兵应邀参会。

本次会议以“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推动立德树人”为主题，

围绕老区高校共同关心的红色资源利用、高校转型发展、特色定位等方

面进行深入研讨。会上，王立兵受邀作主题发言。他分享了我校利用大

别山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的做法；介绍了黄冈师范学院研究团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炼好、弘扬好‘大别山精神’”重要指示精神

的情况，通过研究大别山在中国革命的建党、探索革命道路、长征战略

转移、解放战争四个重大转折时期的四个“三”巨大贡献；产生了三个

中共“一大”代表，爆发了三次大规模农民武装起义，走出了三支主力

红军，完成了三大军事战略行动并开启了解放战争三大序幕，从中凝练

出大别山精神的基本内涵为：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紧跟党走、不胜不

休。王立兵呼吁与会领导和专家，共同推动大别山精神内涵的文本表述

上升到国家层面。王立兵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好评。

我校向大会提交了五篇论文，在组委会评奖中，王立兵的论文《从大

别山在中国革命历次大转折中的重大贡献看大别山精神》获特等奖，其

它论文也获得了佳绩。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9/1012/c1110a51407/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0709/c1110a48950/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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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发布黄师版“大别山精神”

大别山雄踞鄂豫皖三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具有重大的军事战略价

值，是一座革命的山、英雄的山、光荣的山。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红安、

安徽六安、河南新县考察时指出：“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

建党基地，大别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提炼好、弘扬

好‘大别山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为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9 月 29 日，校党委书记王立

兵在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书班上以

《从大别山在中国革命历次大转折中的重大贡献看大别山精神》为题，

发布了“大别山精神”最新研究成果，将大别山精神概括为“坚守初心、

勇担使命、紧跟党走、不胜不休”。

报告指出，大别山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建党基地，是中国革命“三

面红旗”的发源地，是扭转解放战争战局的策应地。大别山革命史是一

部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大别山精神是新时代引领大别山老区

振兴崛起的精神动力。

“坚守初心”是大别山精神的核心要义。“勇担使命”是大别山精

神的鲜明特征。“紧跟党走”是大别山精神的永恒主题。“不胜不休”

是大别山精神的可贵品质。

现场聆听报告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传承和弘扬大别山精神，牢

记立德树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奋力谱写学校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为大别山老区振兴崛起贡献“黄师力量”。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9/1002/c1110a51072/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0903/c1110a49656/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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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教育简报》专题推广黄师经验做法

9 月 6 日，省教育厅第 5 期《湖北教育简报》以《黄冈师范学院狠

抓“三责三力” 推动“三个节点”任务落实落地》为题，推广我校积极

贯彻落实省教育厅暑期前后“三个节点”工作安排部署，认真履行全面

从严治党之责、促进改革发展之责、维护安全稳定之责，为建设和谐黄

师、幸福黄师、平安黄师提供了强大政治引领力、发展源动力和支持保

障力，取得了良好成效的经验做法，并认为该经验值得各高校借鉴。教

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陶宏批示，将我校经验印发给各高校参阅。下面小

七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经验和做法吧。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微信 网址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2KzfC_oSzQJEWvqrYiuv7g）

http://www.hgnc.net/2019/0705/c1110a48876/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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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参加全国地方高等师范院校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工作研讨会

10 月 25 日，2019 年全国地方高等师范院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

研讨会在河南信阳举行，来自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天津师范

大学等 64所全国地方师范院校的 200 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河南省教育厅

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处长曹克舜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我校党委副书

记、校长陈向军应邀出席会议并在开幕式主席台就座。校长陈向军受邀

做首场大会主题报告，他重点介绍了我校“十个一工程”全面提升教育

硕士培养质量的经验做法，受到与会代表的热议和一致好评。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微信 网址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O8HWiLekA2Du27hV3LlZmw）

http://www.hgnc.net/2019/0705/c1110a48876/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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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邹倩同志先进事迹
报告会暨最美芳华•70 年 70 人首场宣讲会

为扎实开展好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贯彻

落实中央、省委要求和省市委领导批示精神，深入开展向先进典型和身

边榜样的学习活动，用身边生动鲜活的事例教育身边人，大力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好新时代黄冈人自己的最美故事，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不断悟初心、找差距、担使命、强作为。9 月 26 日，湖北省妇联、

中共黄冈市委宣传部、黄冈市妇联联合黄冈师范学院举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邹倩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暨最美芳华•70年70人首场宣讲会。

湖北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莉君，中共湖北省委第十二巡回指

导组成员省委老干局二处四级调研员周波，中共黄冈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黄冈市总工会主席陈家伟，湖北省妇联宣传部部长詹河焰，中共

黄冈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文明办主任游伟，黄冈市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张曙红，湖北省妇联宣传部副部长徐菲和校党委书记王立兵，黄冈

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陈向军等全体校领导出席会议。黄冈师范学

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金奇主持会议。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9/0927/c1110a50952/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0705/c1110a48878/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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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基家同志就任黄冈师范学院党委委员、常委、纪委书记

9 月 30 日上午，我校召开学校领导班子会议，会上宣读了省委批准

王基家同志任黄冈师范学院党委委员、常委、纪委书记的决定。会后，

王基家参加了校党委常委会会议、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王基家，男，汉族，湖北红安人，1966 年 5 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

学历，1985 年 7 月参加工作，1992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蕲春县

委常委，蕲春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蕲春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蕲春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黄冈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

冈市委正县级组织员、组织部副部长，黄冈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现

任黄冈师范学院党委委员、常委、纪委书记。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9/1002/c1110a51077/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0709/c1110a48922/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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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寻常的调研——王立山走进黄冈师院

9 月 28 日晚，黄冈师范学院南区，入夜的校园褪去白天的喧嚣，从

博学楼折射出的灯光别有一番风味。一位长者看似漫无目的地闲逛，却

又不时驻足，若有所思，从路灯下夜读的学子到球场上的奔跑的少年，

从红烛湖的夜景到美术学院的雕塑，近 2个小时的时间，他的足迹踏遍

了大半个校区，实地察看了学校的平安校园建设、校区改造和污水治理

等情况。这是湖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立山事先不打

招呼，不要陪同，在黄冈师范学院调研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的场景。聚焦问题、查找问题、解决问题，在这次调研指导过程

中，立山书记始终心系学校师生利益，着力找准学校发展中的难题，积

极为学校主题教育问诊把脉。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9/1002/c1110a51070/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0705/c1110a48876/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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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特聘教授主持设计完成的国家和湖北彩车
亮相国庆 70 周年庆祝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庆典在北京隆重举行。由我校美术学院

特聘教授甄明舒博士主持设计完成的国家主题彩车“区域协调”和湖北

彩车“光耀湖北”号盛装亮相。湖北彩车以“两江汇，楚凤出”等最具

湖北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符号为设计主题，表达了湖北人民对祖国的深深

赞美和真切祝福。湖北彩车高 10米，宽 6 米，长 15 米，重量达 30吨。

车头，三峡大坝气势如虹；两只五彩“楚凤”贯穿整个车身两侧，昂首

而立，展翅欲飞；车顶，长江汉江两江交汇汇成一滴水，也凝成一颗“芯”，

象征中部六省的六块花瓣上，镶嵌着六块异形彩屏，簇拥着光谷未来城

马蹄莲；蔚蓝色的车身雕刻着楚绣的龙凤虎纹。据悉，甄明舒博士是清

华大学艺术学博士、设计文化研究学者、品牌策划师、设计师、“中国

设计先锋人物”荣誉称号获得者，多次参加国家重大活动中的设计项目。

2019 年 5月，甄明舒博士作为特聘教授正式加盟我校美术学院。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9/1002/c1110a51075/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0715/c1110a49023/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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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首个“孔子课堂”正式起航了

10 月 21 日，致远楼中斯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中心内掌声雷动，我

校赴斯里兰卡萨伯勒格穆沃大学“孔子课堂”教师行前教育与欢送会在

这里举行。

外国语学院郑友阶、程彩兰，新闻与传播学院杨丽三位老师作为我校

首个“孔子课堂”的首批教师团队，将于次日飞抵斯里兰卡。他们将在

斯里兰卡萨伯勒格穆沃大学开展为期两年的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这标志

着我校首个“孔子课堂”正式起航。

据悉，斯里兰卡萨伯勒格穆沃大学“孔子课堂”是我校首个“孔子课

堂”，也是我校积极参与并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举措，对

我校深化国际化开放办学、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9/1023/c1110a51713/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0901/c1110a49613/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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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情通报

校领导教师节走访慰问教师代表

浓浓尊师情，拳拳重教心。在第 35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 月 10 日，

校党委书记校党委书记王立兵一行走访慰问了教师代表，为他们送上鲜

花，感谢他们为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并通过他们向辛勤耕耘

的全校教师员工致以节日的问候。在离退休教师程少明、刘楚元家中，

王立兵与他们亲切交谈，王立兵握着陈少明的手，对他为教育事业的奉

献表达了感谢；在刘楚元家中，对刘楚元在教学中的认真表达了由衷的

敬佩，并为两位退休教师送去节日祝福和温暖。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9/0912/c1110a50416/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0912/c1110a50416/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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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我校学子在 2019“读懂中国”活动中获佳绩

1O 月 31 日，2019 年全省教育系统关工委宣传工作暨主题教育活动

总结表彰会议在武汉召开，我校选送的征文、微视频获最佳作品奖 7 项，

是获奖级别高、获奖最多的省属高校，学校获评湖北省 2019 年“读懂中

国”活动优秀组织奖。

来自全省市州教育局和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大学等 97 所

高校的 145 名代表参加会议。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关工委主任徐雁冰

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教育厅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孟庆金主持。

教育厅离退休干部处处长、关工委秘书长郭亚红宣读“读懂中国”主

题教育活动表彰通报。在 2019 年全省省属高校“读懂中国”活动中，教

育厅收集微视频 87 个、征文 229 篇，共评选出最佳作品奖 25 项。我校

文学院学生杜肖晓、董晗晗、余栗的征文《与新中国共成长的大国良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刘聪的征文《国家之大，足以为家》、外国语学院

学生贾琳、胡琦的征文《让师魂在时代熠熠闪光》、新闻与传播学院学

生吴宇浩、向巡、张昊、蔡航、郭涛的微视频《时代的砥砺前行者》、

《大别山的培根铸魂人》等 7 项作品荣获最佳作品奖。同时，参选学生

作品在教育部关工委《心系下一代》杂志社第三届“心中的感动——记

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优秀人物”征文活动中获优秀奖。

会上，我校离退休工作处负责人作为全省高校唯一代表作了《创新教

育形式凝练红色品牌传递五老精神》的典型经验交流。

“读懂中国”活动由教育部关工委发起，省教育厅承办。全国高校结

合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组织青年学生与亲身经历重大事件的本地、

本校“五老”结对进行交流座谈，通过征文、微视频的形式，展现“五

老”的奋斗历程、感人事迹、真实感悟，使大学生受到生动鲜活的党史

国史、改革开放史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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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活动的开展，有力配合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推进了我校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发展，展现了

我校老同志牢记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面貌和我校学子传承红色基因、

奋斗新时代的青春风采，进一步提升了学校影响力。

.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9/1101/c1110a52182/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0901/c1110a49613/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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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学校召开离退休教职工校情通报座谈会

秋光绮丽，丹桂飘香。9 月 12 日下午，在喜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及庆祝第 35个教师节、欢度中秋节之际，学校在厚德楼 402 会议室召开

离退休教职工校情通报暨“畅谈新中国，同筑黄师梦”座谈会。校党委

书记王立兵，党委副书记、校长陈向军，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金奇，

党委常委王锋及 25位离退休老同志代表出席会议。李金奇主持会议。在

温馨热烈的气氛中，王立兵代表学校党委、行政，向整十岁老同志代表

献上芬芳的鲜花、慰问金和生日贺卡，祝福老寿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并向全校离退休老同志致以节日的问候。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9/0918/c1110a50529/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0918/c1110a50529/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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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学校举行 2019 年离退休人员迎国庆金秋文艺汇演

歌声嘹亮，唱响盛世颂歌；舞蹈蹁跹，祝福伟大祖国。9月24日下午，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学校举行2019年离退休人员迎国庆金秋

文艺汇演。校党委书记王立兵，党委副书记、校长陈向军，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李金奇出席活动。演出在优美动人的舞蹈《我和我的祖国》中

拉开帷幕，老同志们满怀深情地讴歌了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展现了

对幸福生活的喜悦之情和对新时代光辉前景的向往，一个个精彩的节目

轮流上演。舞蹈《神农架梆鼓》、《泛水荷塘》美轮美奂；黄梅戏对唱

《瑶里古韵》、二胡合奏《赛马》、葫芦丝《有个美丽地方》等婉转动

人；走秀《流光岁月》秀出了离退休教职工的精气神；扇舞《开门红》

构思新颖，妙趣横生；快板书《奇袭白虎团》、腰鼓《永唱中国梦》、

舞伴戏《永葆这战斗青春》等气势磅礴，感染力十足。演出在气势恢宏

的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筑中国梦》中圆满落下帷

幕。现场气氛热烈，整场演出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我校离退休老同志

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喝彩。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9/0925/c1110a50809/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0925/c1110a50809/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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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校党委常委王锋来我处开展调研

10月10日上午，校党委常委王锋到离退处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调研及工作调研，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离退处全体工作

人员参加。

会上，处长陈丽羽汇报了本处工作及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参会人员

围绕离退休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王锋指出，离退处要深刻领会把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意义和

实践要求，一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广大离退休

老同志，促使老同志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坚决维护”；二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的谆谆教导，结合主题教育，为老

同志办实事、解难事，充分发挥老同志特殊优势；三是把主题教育与切

实做好离退休工作结合起来，以主题教育为契机，推动离退休工作高质

量发展。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离退处 网址链接：

http://ltc.hgnu.edu.cn/2019/1016/c1033a51499/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0912/c1110a50419/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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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离退休人员参加学校师生联欢文艺晚会演出

9 月 26 日，黄冈师范学院师生联欢文艺晚会在体育运动中心举行。

校党委书记王立兵，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金奇，党委常委、副校长

彭锦，副校长马志斌，党委常委、校长助理汪晓凌，党委常委王锋出席。

离退处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筑中国梦》、舞蹈《开

门红》、走秀《韶华》参加了表演。

（摘自 青春黄师 网址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ejKHbNBtk81uuXSlBaZi0g

https://mp.weixin.qq.com/s/ejKHbNBtk81uuXSlBaZi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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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离退休职工方阵参加学校 2019 年运动会开幕式

10月17日上午，学校2019年运动会在北区田径运动场开幕。校党委

书记王立兵，党委副书记、校长陈向军，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王基家，

党委常委、副校长彭锦，副校长马志斌，党委常委、校长助理汪晓凌，

党委常委、校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王锋出席开幕式。

伴随着高昂的音乐，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护卫着鲜艳

的五星红旗进入会场。教职工代表队挥舞着鲜艳的小红旗为运动会喝彩，

各学院代表队、留学生、外籍教师及离退休人员代表队及裁判员代表队

等24个方阵依次入场。各代表队方阵喊着嘹亮的口号，展现出各学院运

动健儿的风采。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9/1025/c1110a51798/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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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喜迎国庆乐在登高 学校组织离退休教职工重阳活动

重阳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也是我国法定的敬老节。金秋九月

重阳佳节，时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9月 29

日，学校举办了以“喜迎国庆，爱在重阳，乐在登高”为主题的龙王山

登高活动。9 月 12 日至 30 日，学校为离退休教职工举办了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系列文化活动，登高远眺、慰问老同志、“畅谈新中国，共

筑黄师梦”座谈会、精彩的迎国庆金秋文艺汇演等，营造了校园尊老敬

老爱老爱国的浓厚氛围，展示了我校离退休教职工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此次活动由学校离退休工作处组织，300 多名离退休教职工参加

了活动。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离退处 网址链接：

http://ltc.hgnu.edu.cn/2019/0930/c1033a51019/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0517/c1110a44745/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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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致敬！这枚特殊的纪念章，在七位黄师人胸前闪耀

祖国母亲七十华诞之际，有这样一群黄师人，收获了一份，“特殊

的礼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纪念章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凝聚力和感召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校 7人

获得该纪念章陈志忠、舒中恩、张正港、姚锦慧、李天海、张召登、饶

水林。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微信 网址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87TOW_yEHz3KsYtjXi57Dw）

https://mp.weixin.qq.com/s/87TOW_yEHz3KsYtjXi57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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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离退休党总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调研及征求意见活动

为全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总要求，扎扎实

实开展好第二批主题教育，贯彻落实中共黄冈师范学院委员会《关于在

全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实施方案》，根据第二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有关要求，10月9日离退休党总支在

离退休党员活动室开展调研及征求意见活动。学校第十督导组、离退工

作处党总支各支部书记（支委）、离退处支部全体党员参加活动，离退

休党总支书记陈丽羽主持。

陈丽羽就校情及处内工作进行了通报；接着处领导班子就处里工作

进行了调研，认真听取并收集了老同志意见，提出改进措施和办法，确

保第二批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老同志一致认为这次主题教育紧扣主题结合实际，坚持实事求是，

真抓实干，加深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离退处 网址链接：

http://ltc.hgnu.edu.cn/2019/1016/c1033a51498/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0912/c1110a50419/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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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离退休党总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集中学习及红馆现场教学活动

为贯彻落实中共黄冈师范学院委员会《关于在全校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实施方案》，根据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有关要求，扎实开展好离退休党总支主题教育，10月11日下

午，离退休党总支在离退休党员活动室开展主题教育集中学习。学校第

十督导组、离退工作处党总支各支部书记（支委）、离退处支部全体党

员参加活动，离退休党总支书记陈丽羽主持。

首先陈丽羽领学了湖北省教育大会精神，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詹学

勤领学了《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及《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部分章节，陈丽羽还就主题教育作了交流发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根据中共黄冈师范学

院委员会《关于在全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实施方

案》的有关要求，扎实开展好离退休党总支主题教育，10月11日下午，

离退休党总支组织现场教学活动—参观学校校史馆红馆。离退工作处党

总支各支部书记（支委）、离退处支部全体党员参加。

全体同志在学校校史馆红馆重温了入党誓词，仔细参观红馆并认真

听取讲解。老同志一致认为这次主题教育生动形象，印象深刻，加深了

对革命老区红色传统精神的理解，思想再次得到净化升华。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离退处 网址链接：

http://ltc.hgnu.edu.cn/2019/1016/c1033a51500/page.htm
http://ltc.hgnu.edu.cn/2019/1016/c1033a51501/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0912/c1110a50419/page.htm
http://ltc.hgnu.edu.cn/2019/1016/c1033a51501/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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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工作处党支部及各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交流讨论

10月17日下午，离退休工作处党支部在党员活动室开展主题党日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交流讨论，支部全体党员参

加。

首先缴纳党费，诵读党章。离退休工作处党支部书记陈明昭领学《习

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并交流讨论。总支书记陈丽羽强调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重要论述，牢记初心使命、积极担当

作为，把主题教育与切实做好离退休工作结合起来，把主题教育融入到

为老同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当中，确保第二批主题教育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

10月17日下午，离退休第六党支部在西湖一路片区离退休党员活动

室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老党员们首

先缴纳党费，诵读党章。第六支部书记郑幼明传达学习校党委《关于在

全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实施方案》，支委王昌明

领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并交流讨论。与

会党员一致表示要按照学校统一布置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提高政治站位，坚定理想信念，做一名永不褪色的党员。

10月17日下午，离退休第三、四党支部在珠明山片区离退休党员活

动室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校第十

督导组、离退休党总支书记陈丽羽、离退休党总支纪检委员詹学勤参加，

离退休党总支第三支部书记汪瑞祥主持会议。

会上首先缴纳党费，诵读党章。陈丽羽传达了学校主题教育精神，

汪瑞祥组织学习校党委《关于在全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实施方案》。离退休党总支第四支部书记肖全福讲述党课《从三

个维度理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深刻内涵》。会上还就主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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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学习体会，离退休党员一致表示退休不褪色，永葆党员本色。最后

应老同志要求，学校第十督导组阙庆喜对本次主题教育活动作点评。

10月24日下午，离退休工作处党支部在党员活动室开展主题党日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对照检查活动，学校第十督导组和支

部全体党员参加。

首先诵读党章，接着集中学习《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论述摘编》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会上

还就学校《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教师节重要讲话

精神的通知》进行了学习交流讨论。离退休党总支书记陈丽羽、离退休

党总支纪检委员詹学勤分别按照学校主题教育精神作了深刻的自我对照

检查，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扎实推进主题教育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10月24日下午，离退休第一、二党支部在银盘山片区离退休党员活

动室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校第十

督导组、离退休党总支书记陈丽羽、离退休党总支纪检委员詹学勤参加，

离退休党总支第一支部书记赵畅舟主持。

老党员们首先缴纳党费，诵读党章。陈丽羽传达学校主题教育精神，

并组织学习讨论校党委《关于在全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实施方案》。赵畅舟领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纲要》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老同志们还就主题

教育交流了学习体会。原黄冈师范专科学校党委书记王本槐深情回忆了

学校往昔峥嵘岁月，畅谈伟大祖国70年来巨大成就和现在的幸福生活，

分享回顾自已的入党历程，坚定表示一定要守初心、跟党走、永葆党员

本色。

按照学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安排部署，10月29日下

午，离退休党总支在离退休党员活动室举行主题教育集中学习暨调研成

果交流会。学校第十督导组、离退工作处党总支各支部书记（支委）、

离退处支部全体党员参加活动，离退休党总支书记陈丽羽主持。

10月31日下午，离退休第五党支部在步行街片区离退休党员活动室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由第五党

支部宣传委员胡桂银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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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离退处 网址链接：
http://ltc.hgnu.edu.cn/2019/1018/c1033a51566/page.htm
http://ltc.hgnu.edu.cn/2019/1018/c1033a51568/page.htm
http://ltc.hgnu.edu.cn/2019/1025/c1033a51782/page.htm
http://ltc.hgnu.edu.cn/2019/1025/c1033a51783/page.htm
http://ltc.hgnu.edu.cn/2019/1029/c1033a52062/page.htm
http://ltc.hgnu.edu.cn/2019/1101/c1033a52187/page.htm）

http://ltc.hgnu.edu.cn/2019/1016/c1033a51500/page.htm
http://ltc.hgnu.edu.cn/2019/1016/c1033a51501/page.htm
http://ltc.hgnu.edu.cn/2019/1025/c1033a51782/page.htm
http://ltc.hgnu.edu.cn/2019/1025/c1033a51783/page.htm
http://ltc.hgnu.edu.cn/2019/1029/c1033a52062/page.htm
http://ltc.hgnu.edu.cn/2019/1101/c1033a52187/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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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做好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学校召开 2019 年主题教育关心下一代工作专题辅导报告会

10 月 25 日下午，学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关心下一

代工作专题辅导报告会在厚德楼 402 会议室举行。校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原校党委书记张锡纯为我校辅导员作题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

做好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辅导报告。本次主题宣讲活动是学校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系列活动之一，会议由校关工委副主

任、离退处处长陈丽羽主持。

报告中，主讲人张锡纯指出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开展

主题教育活动，努力做好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一是要充分认识培

养教育青年大学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当代青年要正确面对成长过

程中的机遇与挑战；三是辅导员要用对党对人民负责担当的精神，认真

做好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精神和学校关工委工作实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实感悟深情讲

述了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倡导全体辅导员要高

度重视大学生的思想教育，进一步引导青年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

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奋斗之中。

整场报告会站位高远，理论清晰，内涵丰富，生动精彩，受到大家

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现场聆听后，辅导员纷纷表示，要增强做好青

年大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精神转化为做好学生工作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关爱青年学

生成长，为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校关工委、离退处、学工部主要负责人和学校主题教育第十督导组

及学校 40名辅导员参加会议。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离退处 网址链接：

http://ltc.hgnu.edu.cn/2019/1026/c1033a51885/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0912/c1110a50419/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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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快乐秋游 初心依旧

——学校组织 2019 年离退休职工秋游健步行活动

金秋时节，秋高气爽，丹桂飘香。10 月 29 日一大早，风景如画的

遗爱湖畔，一群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笑语晏晏的老同志们亲切的相互

问候握手，着急地询问“你最近怎么样？好不好啊？”“你身子骨还行

啊？”“见一面少一面啊，真是想念同志们”......这些像小孩子一样

兴奋、欢快的人们是黄冈师院离退休职工，他们正参加学校组织的以“展

示阳光心态、体验健康生活”为主题的离退休职工秋游健步行活动。

近 300 名离退休教职工参加了此次秋游活动。活动结束后，老同志

们意犹未尽，感慨万千，期待下一次的幸福相聚。他们纷纷表示，关心、

支持学校发展的初心依旧，将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为学校的建设奉献余

热，并发自内心地感谢学校党委和领导的关心和照顾，感谢离退休处为

活动所做出的努力。

离退处负责人表示，将积极贯彻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尊老爱老敬老助老的优良传统，

以更丰富的形式、更饱满的热情满足离退休职工的文化生活。坚持组织

离退休老同志春秋游活动，把活动作为丰富老同志退休生活、畅谈发展

变化、体验美好生活、交流思想的重要形式。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离退处 网址链接：

http://ltc.hgnu.edu.cn/2019/1029/c1033a52053/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0912/c1110a50419/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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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香风采

我校陈志平、熊清元教授的《萧绎集校注》荣奖

“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2018）”名单中，我校陈志平、熊

清元教授的《萧绎集校注》荣奖二等奖。2019年9月4日，由中国出版协

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第34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在福

州举行。5日，会议评选出“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2018）”。

40家理事单位共选送了2018年度出版的优秀古籍整理、古籍研究类图书，

以及古籍类普及读物263种，经过严格的投票与评议，最终推选出一等奖

37种，二等奖48种，普及读物奖15种。《萧绎集校注》全书95万字，由

上海古籍出版社纳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于2018年12月出版，今年已

再版。该书是对梁元帝萧绎诗文全面系统的整理，包括文字校勘、词语

典故注释、历代评论集录、诗文散篇辑佚以及作品考疑、系年等。本书

分正文、校注、集评三个部分，书后附有补辑、存疑、误入、附录、本

纪、遗事、交游、历代著录、历代评论、参考文献等部分，为学界提供

了一个系统整理且方便使用的《萧绎集》善本，也为读者正确理解萧绎

诗文贡献了一个可信赖的注释本，更为学人研究萧绎作品提供了必要的

参考文献和相关资料索引。近五年来，陈志平、熊清元二人通力合作，

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巜金楼子疏证校注》（90万字，2014年），

《金楼子译注》（40万字，2018年），《萧绎评传》（25万字，2018年），

《萧绎集校注》（95万字，2018年）。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9/1004/c1110a51083/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1004/c1110a51083/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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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香风采

我校陈淑梅教授赴日本参加第十届现代汉语语法

国际研讨会

10 月 26 日至 28 日，第十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在日本关西外

国语大学举行，我校陈淑梅教授参会，并在会上宣读论文。

第十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由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与

大阪产业大学孔子学院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

山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高校合办，共有来自中

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 180 多位学者参加。陈淑梅教

授撰写的《汉语并列式复合词的动宾化扩展》论文在会上宣读，受到与

会专家好评。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9/1104/c1110a52269/page.htm）

http://www.hgnc.net/2019/1104/c1110a52269/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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