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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工业大学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暨“两优

一先”表彰大会 

 

6 月 30 日晚，学校在礼堂隆重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

纪念章，表彰近两年来学校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

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激励广大师生戮力同心，接续

奋斗，在加快构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体系、全面开

启“十四五”发展规划新征程中凝聚磅礴力量。获颁“光荣

在党 50 年”纪念章的老党员、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

代表、全体中层干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师生党

员代表共计 600 余人参加大会。大会由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王琦主持。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副校长谭文东宣读了《中共辽宁工业大学委员会关于表

彰“优秀共产党员（标兵）、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

组织”的决定》。校党委委员为获奖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

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状。 

2021 年，党中央首次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

大会特别邀请了 22 位老党员出席。校党委书记钱英伟和校

长王琦为他们逐一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现场响起

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向老党员老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离退休老党员李东升和优秀共产党员标兵赵薇分别代

表“光荣在党 50 年”老党员和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人员发

言。 

在“光荣在党 50 年”老党员代表王鉴敏领誓下，全体党

员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彰显拳拳初心，字字铿锵源自使

命担当。全校师生党员将始终牢记入党誓词，不忘使命在肩，

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追求，升华为砥砺前

行的强大动力。 

钱英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代表学校党委，向受

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校党员同

志们致以节日的问候。钱英伟指出，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

际，辽宁工业大学也即将迎来建校 70 周年。70 年来，广大

党员冲锋在前、努力拼搏、无私奉献，为学校各个时期的发

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钱英伟对全校党员提出四点要求。一是

要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党的意志转化为坚定而自觉的行动，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凝聚起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

二是要牢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要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的期望，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

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朝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三是要激发投

身新时代党的教育事业的热心。要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全面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激发投身新时代党的教育事

业的热心，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不懈奋斗。四是

要增强开创学校发展新局面的信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要在宣传学校办学成就、鼓舞广大师生斗志、凝聚发展力量

上下功夫，团结带领广大师生争当学校改革发展的参与者、

推动者，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共同开创学校发展新局

面。他希望全体师生党员以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为契机，弘扬

建校 70 年来的优良办学传统，以受表彰的党组织和党员同

志为榜样，继续发扬我们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为

推动学校“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

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王琦在主持大会时指出，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

之年，也是我校加快构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体系的

关键之年，全校师生党员要在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营养，进

一步解放思想、创新工作、真抓实干，以更坚定、更自觉、

更实在的行动建设人民满意的大学。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庆祝和表彰大会后，全体师生党员共同观看了“百年路

上的我们”——辽宁工业大学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文艺汇

演。演出分为“雄关漫道”“不忘初心”“走向辉煌”三个

篇章。师生同台演出，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辉

煌成就，充分表达了广大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坚定不

移地跟党走的决心。演出在热烈喜庆的氛围中圆满落幕。 

 

 

 

 

 

 

 

 

 

 

 

 

 

 

 

 

 

 

 



研究生学院成功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党史知识竞赛 

 

6 月 29 日晚，研究生学院在图书馆报告厅成功举办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党史知识竞赛决赛。研究生学院院

长王冬霞、党委书记丁静涛、副院长陈明华、党委副书记兼

副院长刘刚以及研究生学院全体师生党员、部分积极分子出

席了本次决赛，决赛由第三党支部副书记徐佳琪、第八党支

部纪检委员罗洪旭主持。 

本次党史知识竞赛历时 20 天，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环

节，以八个研究生党支部为代表队。全体研究生党员参加了

初赛，真正做到全覆盖。经过初赛，按照支部党员平均成绩

排名，六个党支部进入最终决赛，每个支部选派三名党员代

表参加决赛。决赛分为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三个环节，

现场计分，现场公布结果。若最终分数相同，不能决出获奖

等级时，另备加赛抢答题，在分数相同的参赛队中进行，名

次以胜出先后顺序依次排列。 

决赛前，现场观众集体观看了我院 10 名校优秀学生党

员参与“百名先锋话使命”活动的先进事迹展播，一同感受

榜样的力量，引领广大研究生向榜样看齐。接着，六支代表

队依次上台进行自我介绍、喊出自己的口号。在必答题和抢

答题环节各个代表队你追我赶，不分伯仲。最后的风险题环



节，经过激烈的角逐，有 4 支代表队出现两两平分情况，由

加赛抢答题决出最后名次。 

在一段由第四、第七党支部制作的《我心面向党旗，同

为建党献礼》——“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暨学党史 忆初心 

争做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者”主题党日活动纪实的视频后，

最终结果产生，第四党支部拔得头筹，荣获一等奖；第五、

第六党支部荣获二等奖；第一、第二、第七党支部荣获三等

奖。 

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时刻，研究

生学院以党史知识竞赛的形式重温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以赛

促学，进一步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广大研究生真正做到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的历史是最

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广大研究生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汲取奋力前行的精神力量，以信仰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用如

磐初心凝聚奋斗伟力。 

 

 

 

 

 

 

 



软件学院党委举办 “学习百年党史 赓续奋斗精神” 

主题党课活动 

 

为更好传承红色基因，扎实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铭记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铭记中华民族走出劫难、

挺起脊梁的鲜活事迹，软件学院党委于 6 月 30 日下午举办

“学习百年党史  赓续奋斗精神”主题党课活动。激励全体

党员增强宗旨意识、倡导奉献精神，提升服务质量，切实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学院党委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立

德树人的有效路径，作为大学生成长的必修课和营养剂，加

强学生党员尤其是毕业生党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确

保与新时代同向同行，把讲政治与讲感情相融合，用真理感

召人，用情感打动人，以理性认同、情感认同引导师生党员

主动听党话、跟党走。院党委书记王素娟老师深刻阐述了五

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内涵，并且鼓励我们青年一代要不

断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以民族复兴为己任，承担起历史和

时代赋予的艰巨使命，最后还对学生党员尤其是毕业生党员

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培育积极正确的价值取向，时刻更新自

己的知识结构，把五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价值追求当中，继

续彰显社会责任感。院长谢文阁老师带领师生党员一起深入

学习红船精神，紧紧围绕“红船精神的三大精神内涵”、“红



船精神的重要意义”、以及“弘扬红船精神，谱写新时代的

新篇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讲述。激励学生党员要不断从“红

船精神”中汲取力量，以首创精神走好新征程，以奋斗精神

赢得新胜利，以奉献精神收获新光荣。 

以此次党课精神为动力，引领学院全体师生党员深化思

想认识，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发展共识，切实将党史教育中

汲取的红色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决心和开拓进取的勇气。 

 

 

 

 

 

 

 

 

 

 

 

 

 

 

 



机械学院举办党史学习教育暨“心中有信仰 脚下有力量”

先进典型讲专题党课 

 

6 月 30 日，机械学院在学院会议室举办了党史学习教育

暨“心中有信仰 脚下有力量”先进典型讲专题党课活动，邀

请教工第一党支部书记高奇同志、教工第一党支部刘淑芬同

志结合自身工作讲专题党课，活动由机械学院党委书记王宏

利主持，机械学院全体教工党员参加。 

刘淑芬同志围绕教育“立德树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就“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

提出了独到见解，并对课程思政如何更好地发挥教育作用、

提升教育效果设计了具体的实施路径。高奇同志以“教工党

员如何在科研、教学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题，

深入探讨了教工党员的育人使命、责任初心，强调要强化师

德师风引领，铸造时时育人“磁力场”，优化全方位育人效

力。 

以信仰引领信仰，以脚步夯实力量，机械学院先进典型

讲专题党课启发、引导全体教师党员的深思。心中有信仰，

脚下才有力量，先进典型讲专题党课不仅为全体教工党员起

到了良好的榜样作用，也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向课程、教学发

展，形成了党史学习教育“全院一盘棋”的良好氛围，机械



学院每一位教工党员都将坚定信仰、积蓄力量，以“铸魂、

筑梦、培根、育才”的初心使命将教育教学工作行稳致远。 

 

 

 

 

 

 

 

 

 

 

 

 

 

 

 

 

 

 

 

 



 

土建学院开展“不忘初心，情系母校，勇担大任”主题毕

业生党员离校教育系列活动 

 

栀子花开，骊歌唱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

为进一步教育引导毕业生党员听党话、跟党走，不忘入党初

心，情系母校厚植爱校荣校情怀，在即将奔赴的工作岗位和

继续深造的院校能够发挥党员先锋作用，6 月 30 日下午，土

木建筑工程学院开展了“不忘初心，情系母校，勇担大任”

主题毕业生党员离校教育系列活动，通过专题组织生活会、

对师长深情“表白”、对新发展对象衷心寄语、重走实验室、

讲授“情境”党课、重温入党誓词、参与志愿公益捐赠等多

种形式，激励毕业生党员牢记党员身份，奉献祖国、报效社

会、服务人民。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王力岩，学生党支

部书记王斌、组织委员齐攻阵，学生第二党支部书记彭哲、

组织委员孙傲，2021 届全体毕业生党员及本期新发展对象参

加了活动。 

学生党支部精心组织策划，在土建学院实训楼会议室召

开了毕业生党员专题组织生活会。学生第二党支部书记彭哲

老师再次就如何接转、落实组织关系等问题进行最后的教育

和嘱托。毕业生党员代表签约北方沥青燃料有限公司的张艺

洲和考取天津城建大学的武星岑同学在毕业临别之际，分别



对老师和新发展对象的学弟学妹们道出深情。对母校、学院

和老师的悉心教导与精心培养表示感谢，并从自身经历的角

度出发对学弟学妹们从入党动机、对党的认识等方面介绍经

验、传承精神。 

会后，大家一起来到学院力学与建筑安全节能环保实验

中心，再上一次专业课。结构教研室主任李韧老师将专业学

习和党史教育融合，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直抵人心的“情境

党课”，激励大家不忘学院培养，充分发挥所学专业技能，

以党员的争优创先精神在新的工作岗位中做出新的贡献。熟

悉的课堂不禁使毕业生党员们感慨四年稍纵即逝的美好大

学时光，感恩与爱校之情油然而生。在学生党支部书记王斌

老师的带领下，全体毕业生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新发展党员

庄严宣誓。慷慨激昂的宣誓声让毕业生党员回想起第一次在

党旗前宣誓的情景，使他们难忘入党初心。随后，举行毕业

生党员为新发展对象的学弟学妹们佩戴党徽仪式。党徽是党

的象征，佩戴党徽既是党员形象的反映也是一种荣誉和责任，

也意味着薪火相续的传承，通过仪式激励新的发展对象能向

这些优秀的毕业生党员学习，勤学笃行，真正做到“一个党

员就是一面旗帜”。仪式后，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王力

岩寄语毕业生党员。她勉励大家要坚定信仰，强化修养，牢

记初心使命，担当时代重任，做到带头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带头感恩母校、带头营造文明离校的浓厚范围。学院秉



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助力毕业生踏上人生新征程，让

党的教育为新时代青年党员成长护航。同时对新发展对象提

出要求，希望大家向优秀的学生党员学习，期待大家能够带

头在专业学习、创新实践等多个领域取得更多成绩。 

临近毕业，毕业生党员们将自己曾经爱不释手的书籍和

资料等都进行了捐献，为学弟学妹们留下宝贵的知识财富。

同时号召全体毕业生献出一份心意、传递一份爱心、表达一

份恩情，并且在离校时主动把宿舍打扫干净，为母校留下整

洁和温馨。 

土建学院党委通过“思想引领、教育引导、爱心传递、

行动感召”等多种形式，教育毕业生党员同志坚定理想信念，

争做文明先锋；明确青春梦想，科学规划人生；增强毕业生

对母校的情感，在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中实现爱党爱国的铮

铮誓言。悠悠学子心依依母校情，祝愿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021 届全体毕业生党员鹏程万里，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