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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4荩书院何以复兴于今日

教育部党组成员尧副部长翁铁慧
一行来校考察

本报讯 4月 10日上午袁教育部党组成员尧副部
长翁铁慧及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
用尧社会科学司司长刘贵芹尧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等
一行来校考察袁先后实地考察我校汽车车身先进设计
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尧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和岳
麓书院袁详细了解我校在人才培养尧科学研究尧社会服
务尧文化传承创新尧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的情况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荣军袁 湖南省教育厅党组书
记尧厅长尧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蒋昌忠袁校领导邓卫尧
曹升元尧陈伟尧徐国正袁校长助理李树涛尧蒋健晖等陪
同考察遥

在汽车车身先进设计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袁翁铁慧
详细了解了该实验室在激光加工与装备制造尧磁脉冲
成型与异种材料连接尧汽车碰撞用实验假人开发与主
动安全尧车身新材料应用等方面的研究情况遥

在国家超级计算渊长沙冤中心袁翁铁慧等一行观看
了该中心建设发展情况的专题视频袁 并询问了该中心
在舆情研究尧智能制造尧智慧医疗尧地理信息尧大数据等
领域引领科技创新尧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遥

在岳麓书院袁翁铁慧等一行来到书院讲堂尧书院
历史陈列馆等袁认真听取了湖南大学办学历程和发展
现状的介绍遥 蒋鼎邦

北京校友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3 月 30日上午袁北京校友野不忘初心袁
共谋发展冶 主题座谈会在北京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举
行遥校党委书记邓卫袁校长段献忠袁校教育基金会理事
长张强等出席会议遥北京校友会联席会长薛向东主持
会议遥

座谈会现场气氛活跃袁校友们畅所欲言袁围绕母
校野双一流冶建设袁从资源整合尧人才培养尧学科建设尧
产学研融尧成果转化尧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袁踊跃建
言献策袁深情共话担当遥

北京校友会联席会长陈永宏总结介绍了北京校
友会的工作开展和校友服务等情况遥他倡导广大校友
主动参与尧积极支持母校建设发展袁同向同行袁共创共
赢遥

邓卫代表学校党委向长期以来为母校建设发展
和校友事业服务所作出突出贡献的在京校友们表示
衷心感谢遥 并以 2018年湖南大学野十大新闻冶为主线
介绍了学校建设发展情况遥 邓卫指出袁校友是学校办
学实力的重要体现袁学校真正的地位体现在各行各业
广大校友们的成就所酝酿的口碑之中遥 邓卫强调袁校
友资源是学校的宝贵资源袁 希望广大校友一如既往袁
戮力同心袁同频共振袁加快推进学校野双一流冶建设遥

段献忠对北京校友会的工作表示由衷赞誉与感
谢遥并鼓励北京校友会紧紧围绕学校建设发展和校友
工作开展更多形式多样尧丰富多彩的活动遥 段献忠指
出袁学校的声誉和影响力是由广大校友在社会中的地
位和成就所决定的袁34万优秀校友在各行各业发光
发热尧蒸蒸日上袁是学校野双一流冶建设的信心之基尧力
量之源遥 段献忠期待大家携手共进一步袁为母校发展
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宓维良 祝依

我校召开野扫黑除恶冶
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4月 3日下午袁学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推进会在校办公楼一会议室召开袁传达贯彻湖南
省扫黑办尧湖南省教育厅有关会议与文件精神袁推进
我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向纵深发展遥校党委书记
邓卫袁校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曹升元袁副校长徐国正
出席会议并讲话袁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袁学校各部门要
高度重视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
中央的要求上袁自觉把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践
行野四个意识冶和野两个维护冶的重要检验袁以此为契机
作为进一步优化学校周边环境的重要机遇袁不折不扣
落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各项要求与任务袁还校园一
片净土遥

会议强调袁各部门要认真学习上级及学校的文件
精神袁严格落实学校扫黑除恶实施方案袁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尧历史使命感和工作紧迫感袁把这项工作抓
紧尧抓实尧抓好遥

会议强调袁各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袁采取多形式尧
全方位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到每一名教职员工尧
每一个学生袁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干部识黑识恶袁防黑
防恶袁 远离黑恶遥 学校各职能部门要强化防控到点尧
面袁全面摸排防范未然袁明确各单位尧各部门一把手的
主体责任袁分管领导的分管责任和具体责任人袁狠抓
督查落实到位遥 保卫处

从 3月 31日起袁由上海交
通大学尧武汉大学尧天津大学首
发的野青春为祖国歌唱冶大型网
络拉歌如火如荼遥到 4月 2日袁
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尧厦门大学尧
南开大学尧 湖南大学尧 山东大
学尧兰州大学等共 9所高校袁在
网络陆续开嗓遥

用一个野燃冶字来形容袁毫
不夸张袁 网民不乏幽默地称呼
这 9所高校为 C9浴以 4月 2日
发布的湖南大学尧 山东大学和
兰州大学这三所大学为例袁截
止当日下午 6点袁 微信阅读和
抖音点击均全部过万袁 其中地
处湘江之滨尧岳麓山下袁演唱湖
南民歌叶浏阳河曳的湖南大学最
高袁微信阅读达到 6万袁抖音达
到 80万浴

各高校师生演唱的歌曲多
数并非流行袁演唱风格尧艺术水
平和表达技巧也说不上多么高
超遥但是袁都无一例外地赢得了
广大网民热烈点赞遥个中缘由袁
其实很简单院

一是这个网络拉歌创意极
好袁符合青年大学师生的特性袁
扣紧了他们喜爱的网络平台袁
以及乐于用歌声张扬个性的新
一代本色遥

二是这个主题很不一般袁
折射了广大青年学子愿意尧乐
意为祖国放歌遥 他们是思想活
跃的一代袁也是对母校尧对祖国
怀有深情厚意的一代袁 更是可
以放心的一代遥

三是这个形式相对简单袁
相对于快闪袁更加快闪遥无需大
制作尧大场面袁更不需要精心细
作袁只要大家敢于迎战袁都可以
放手一战袁信手拈来遥 当然袁各
高校师生自发高度重视袁 注重
形象展示袁 在短短几天的时间
里精益求精袁也无可厚非遥

中国高校怎么让广大青年
学子又红又专钥 怎么增强师生
校友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钥 怎么
激发爱家爱校爱国的充沛情
感钥 怎么讲好故事袁 传播好声
音钥 野青春为祖国歌唱冶为我们
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浴

其实袁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心底袁都给自己
的故乡留了一块温柔的地盘一样袁我们每一个
人在心底里都不乏家国情怀袁需要好故事去引
领袁需要好声音来激荡遥 野青春为祖国歌唱冶就
是这样的好故事尧好声音尧好载体浴 期待野青春
为祖国歌唱冶不断地再版尧翻版浴

本报讯 3月 31日至 4月 1日袁我校九届
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十五届一次工会会员
代表大会在大礼堂召开遥湖南省教育工会主席
高新明尧副主席易丽鹏出席开幕式暨第一次全
体会议遥 校长段献忠作学校工作报告袁校党委
书记邓卫作主题讲话遥 全体在校校领导尧校党
委常委尧教职工和工会会员代表尧特邀代表和
列席代表共 400余人参加会议遥

与会代表认真履职尽责袁听取和审议了学
校工作报告尧财务工作报告尧工会工作报告尧提
案工作报告尧工会财务工作报告尧工会经费审
查报告袁并围绕学校野十三五冶规划实施和野双
一流冶建设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遥

3月 31日下午袁 段献忠在学校工作报告
中袁 回顾了 2018年学校的主要工作袁 报告了
2019年学校工作的主要安排袁以及落实学校第
九次党代会精神的主要部署遥 他强调袁2018年
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尧人才培养尧学科建设尧科
学研究尧社会服务尧师资队伍建设尧综合改革尧
管理服务尧办学条件尧党的建设等方面所取得
的工作进展和主要成效袁是全校师生员工不懈
努力尧砥砺奋进的结果袁饱含着广大校友的深
情厚意袁凝聚着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遥

段献忠指出袁2019年学校将重点抓好以下
七个方面的工作院 落实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袁大
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曰 坚持实施人才强校战
略袁持续提升学校队伍建设水平曰紧扣国家战
略需求袁 大力提升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能力曰
坚持特色发展袁 大力建设和培育高水平学科曰

深化综合改革袁大力提高管理运行效率曰多措
并举袁不断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曰推进党的建设袁
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遥

段献忠强调袁当前袁全校上下正按照学校
第九次党代会的部署袁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推
进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袁全体师生员工要进一
步凝聚对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共识袁

加快推进一流大学建设的步伐袁坚定不移把培
养一流人才摆在中心位置袁积极营造追求一流
学术的浓厚氛围袁 全力建设一流的人才队伍袁
全方位对标世界一流袁团结一心袁共同破解发
展难题袁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袁 为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梦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浴

4 月 1日下午袁邓卫在野全面落实第九次
党代会精神袁 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冶的
主题讲话中指出袁本次双代会是在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尧全国教育大会和学校第九次党
代会精神的形势下召开的袁是按照中央和上级
部门的最新要求袁统一思想尧狠抓落实袁全力推
进野十三五冶时期收官攻坚阶段学校改革发展
的一次重要会议遥

邓卫强调袁 全面落实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袁
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袁 一要坚定信心袁
振奋精神袁全力以赴迎接评估考核曰二要聚焦
一流袁突出关键袁全面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曰三
要抓好根本袁落实部署袁全面提升学校党建工
作水平遥创建中国特色尧世界一流大学袁千头万
绪袁只要我们一件一件有力开展袁一项一项有
序实现袁我们就一定能够向着世界一流大学的
奋斗目标阔步前进浴

邓卫要求袁全体代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
主人翁精神袁切实履行在民主管理中的重要职
责袁做好大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袁积极
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遥选举产生的新一届工会
领导班子和各委员会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袁
创造工作佳绩袁不辜负学校党委和广大教职员
工的信任和期望遥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十五届工会委员会委
员尧工会女工委员会委员尧工会经费审查委员
会委员和第九届教代会提案委员会委员尧生活
福利委员会委员遥

文亦佳 金理琦 刘子勤

本报讯 4月 2日袁作为湖南首家尧全国
第 9所高校袁 我校师生校友在网络上唱响湖
南经典民歌叶浏阳河曳袁歌声为祖国喝彩袁青春
奋进新时代浴

3月 31日起袁上海交通大学尧武汉大学尧
天津大学首发野青春为祖国歌唱冶大型网络拉
歌活动袁分别在网上 @ 华东师范大学尧厦门
大学尧南开大学等高校遥4月 1日袁天津大学和
华东师范大学分别网络 @湖南大学遥

野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袁几十里水路到湘
江冶野永远跟着共产党袁奔向前进的方向冶噎噎
本次我校演唱的歌曲为具有湖湘特色的 叶浏
阳河曳袁并融入了经典歌曲叶东方红曳遥 拍摄地
点特别选取学校地标建筑东方红广场尧 岳麓
书院尧科学馆尧研究生院尧湘江边等遥 歌曲由
2002级新闻专业校友刘元元尧 建筑学院青年
教师姜敏领唱袁湖南大学大学生合唱团尧大学
生艺术团合唱遥

湘江之滨歌唱叶浏阳河曳尧东方红广场响
起叶东方红曳噎噎湖大人把对祖国的热爱谱进

乐章袁奏响湖大青春乐章袁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浴 在视频结尾袁千年学府湖南大学还邀请
@陕西师范大学歌唱浴

歌声传播后袁引发叶人民日报曳尧新华社尧
叶光明日报曳尧叶中国教育报曳 等中央媒体关注
报道遥

4月 4日的叶中国教育报曳在头版大图位
置刊发湖南大学师生在东方红广场演唱 叶浏
阳河曳的照片袁并刊登叶青春袁为祖国歌唱要要要
高校师生网络拉歌献礼祖国曳 稿件进行详细
报道遥

新华社在报道中说袁 湖南大学本科生孙
留馨和同学们一起在岳麓山下歌唱 叶浏阳
河曳尧在东方红广场唱响叶东方红曳遥 孙留馨说院
野我们将永远铭记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袁承担
起祖国与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遥 冶

叶人民日报曳点赞众多高校为祖国唱响青春
之歌的活动袁报道称袁厦门大学尧华东师范大学尧
南开大学尧山东大学尧兰州大学尧湖南大学尧东北
大学尧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接力传递袁有的是经

典老歌尧地方民歌袁有的是流行元素尧校园原创袁
在网络上唱响了青春礼赞祖国的好声音遥

叶光明日报曳 刊登 叶青春放歌袁 礼赞祖
国要要要高校师生网络拉歌献礼新中国 70 周
年华诞曳稿件进行报道遥 野湖南大学选择的歌
曲是叶浏阳河曳袁金融与统计学院 2014级学生
金子潇已走出校门袁 成为了央企的一名基层
员工袁但是袁当他站在毛主席雕像下唱响旋律
之时袁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遥 冶

共青团中央官方微信独家推出 叶在最美
青春 为祖国歌唱曳稿件袁报道我校为祖国歌
唱尧为青春喝彩的网络拉歌活动遥

此外袁教育部官方微信尧新华网尧人民网尧
光明网尧中国新闻网尧中国网尧中国日报中文
网尧大公网尧湖南省教育厅官方微信尧湖南教
育新闻网尧叶湖南日报曳 新湖南客户端尧叶三湘
都市报曳尧叶潇湘晨报曳尧红网等纷纷刊发稿件袁
对我校师生唱响湖南经典民歌叶浏阳河曳进行
详细报道遥

蒋鼎邦

﹃
青
春
为
祖
国
歌
唱
﹄
为
我
们
上
了
一
课

本
报
特
约
评
论
员

寻找土地中内生的智慧孕2荩
孕3荩我和院士有个“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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