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校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题报告会

黑龙江大学万名师生激情放歌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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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52 人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

我校张奎良教授

光荣入选黑龙江 70 年 70 人

我校学生荣获 2019 年度黑龙江省大学

生就业创业典型人物荣誉称号

我校学生荣获黑龙江省高校大学生

演讲大赛第一名

我校代表队在 2019 年黑龙江省网络安全

技能竞赛中获奖

本报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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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共有 52 人获此纪念章，其中，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健在的老战士老同志 49 名，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得国家级表彰奖励及以上荣誉的

人员 3 名。9 月 28 日，在学校举行的“我和我的祖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文艺演出的活动中，

校党委书记王永清、校长付宏刚为王立国、杨恩超、郭德

栋、吕存亮 4位纪念章获得者代表佩戴纪念章。

 教师工作部供稿

本报讯 9 月 28 日，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省

委统战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教育工委、省委史志研究

室、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

开展的“与祖国同行 •汇龙江群英”黑龙江省 70 年 70 人

模范人物评选结果揭晓，我校张奎良教授光荣入选。

张奎良是我校哲学学院教授、全国模范教师。他是黑

龙江省唯一获得“20 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荣誉的哲学

学者，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转向的主要

推进者。

 党委宣传部供稿

本报讯 日前，由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

与就业指导中心主办的第二届“闪亮的日子—青春该有的

模样”大学生就业创业人物事迹征集人物名单公布，由

我校推荐的软件学院 2017 届毕业生王旭和电子工程学院

2016 级在校生陈哲康 2 名同学脱颖而出，分别获得就业

人物和创业人物荣誉称号，并荣获纪念证书。

 招生就业指导中心供稿

本报讯 日前，由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员会、中共黑龙

江省委宣传部、中共黑龙江省委教育工委主办，共青团黑

龙江大学委员会承办的全省高校大学生演讲大赛决赛落

下帷幕。

本次大赛共收到来自全省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的踊

跃报名和积极参与，经过评委会成员的严格评审，共有来

自 14 所高校的 14 名选手脱颖而出，晋级决赛。决赛中，

选手们围绕“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这一主题展

开演讲，动情讲述与祖国共成长、与新时代齐奋进的励志

感人故事。经过激烈角逐，我校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崔向

程同学荣获第一名，我校荣获优秀组织奖。

 校团委供稿

本报讯（记者 张笑雷）

9 月 30 日，我校在主楼八楼

会议室召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推进会。

会上，党委副书记蒋晶洁

传达了我省第二批“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

进会议的主要内容。会议强

调，要针对第二批主题教育

层级下移、线长面广的特点，

准确把握总体要求；注重加

强分类指导；抓好教育培训；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减

少基层负担；坚持开门搞教

育；聚焦解决一批群众最急最

忧最盼的紧迫问题。要层层

压紧压实责任，党委要负起

主体责任，领导小组办公室

要负起具体责任，指导组要

负起督导责任，做到两手抓、

两促进，用改革发展成果检

验主题教育成效，以优异成

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党委书记王永清要求，要

原原本本传达、落实本次会

议精神，全身心投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全体班子成员要带头学习，作

好表率；相关单位要把本次会

议内容形成摘编印发，确保精

准发力。王永清书记强调，“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切忌浮皮潦草走形式，要做到

认真学，认真做，认真整改，

将本次主题教育落在“实”上，

做到立行立改见成效，切实

增强师生的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 张笑雷 李倩钰 实习记者 崔子晗 

吴雪）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和省委教育工委关

于第二批主题教育的工作要求，开展好学校的主题教

育，我校分别于 9 月 20 日和 24 日举行了两场以“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教育专题报告会。

9月 20 日，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王东仓教授以“弘

扬延安精神，牢记初心使命”为题作了报告。王东仓

教授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一是延安精神的培

育形成，二是延安精神的科学内涵，三是延安精神与

初心使命。他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

要牢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一步一个脚印向着美好未来和最高理想前进。

9 月 24 日，我校在音乐厅举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二场专题报告会。中国社会科

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兼秘书长朱继东研究员以《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面

临的挑战和应对——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

态重要思想》为题，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高

度重视意识形态”、“新时代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

“科学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建议”三个方面进

行了系统阐述。他指出，高校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意

识形态思想为抓手，全面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努力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

两场报告会结束后，师生们纷纷表示，将把报

告所蕴含的精神内涵与思想精髓融入到今后的学习

和工作中去，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与

才智，为实现黑大梦、龙江梦、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摄影 敖日格勒

本报讯（记者 于子淇 李倩钰）近日，由省委网信办、

省教育厅联合主办，黑龙江大学和杭州安恒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承办的 2019 年黑龙江省网络安全技能竞赛在我校

圆满闭幕。当前，网络安全形式日趋复杂，为国家安全、

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信息安全等带来了严重威胁。本次竞

赛旨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论

述，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

技能。

黑龙江大学 [M1O] 获得三等奖，黑龙江大学 [ 黑莲

花 ]、黑龙江大学 [YBLF] 获得优秀奖，黑龙江大学获得

优秀组织奖。在闭幕式上，黑龙江省委网信办副主任冯晓

峰、我校党委副书记丁宏与省教育厅科技处副处长霍慧分

别为获奖队伍颁奖。 

本报讯（记者 张笑雷 王鑫玲 

实习记者 张思蓓 张一菲 侯紫微）

9 月 28 日，我校在体育场举行“我和

我的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文艺演出。省委“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七巡回指

导组领导、共青团黑龙江省委领导出

席活动，学校领导、中层干部、教师、

学生代表和全体演职人员共计 1 万余

人参加了本次活动，共同为祖国母亲

献上最深情而又美好的祝福。

壮丽七十载，奋进新时代。本次

演出以时间脉络为主线，分为四个篇

章。演出以歌曲《点赞新时代》《今

天是你的生日》精彩开场，豪情满怀

的黑大人深情高歌。《抗日军政大学

校歌》《保卫黄河》激情唱出中华儿

女对“母亲河”的歌咏和眷恋，也表

达了黑大人对学校前身——中国人民

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俄文队的由衷

敬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歌唱祖国》为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伟大的祖国深情献歌。《小路》

《卡林卡》这两首歌曲，充分彰显出

我校鲜明的对俄办学特色。《英雄赞

歌》等一首首经典歌曲，唱响了中国

人民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和无比忠诚。

舞蹈《在你伟大的怀抱里》表达了在

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社会和谐、

民族团结的喜人景象。教师诗朗诵《为

祖国而坚守》表达了黑龙江大学教师

继承延安精神，传承抗大血脉，与时

俱进的情怀。《青春修炼手册》等校

园歌曲联唱青春洋溢，动感十足，以

青春的力量表达了黑大青年热爱伟大

祖国、担当时代责任的决心和勇气。

《你的名字》等曲目唱出中华儿女以

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勇于战胜艰难险阻的信心与

豪迈。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和欢

呼声此起彼伏。爱国、爱校情怀洋

溢在每位黑大师生的脸上，大家伴

随音乐挥动手中的国旗，整齐划一

汇聚成一片红色的海洋。同学们摆

出“祖国万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我爱黑大”等字样，全

场高呼“博学慎思，参天尽物”的

黑大校训，共同期盼母校越来越好，

祖国繁荣昌盛。

摄影 赵春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