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校张家骅、郑述谱、金亚娜教授

分获“中国俄语教育终身成就奖”、

“中国俄语教育杰出贡献奖”

我校学子在中国高校

阿拉伯文书法大赛上斩获佳绩

本报讯 （记者 张笑雷 )10 月 23 日，

校党委书记王永清来到联系点学院——哲学

学院，参加哲学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主题党

日活动，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述我

和黑大的故事”为主题开展座谈交流。全体

支部成员回溯初心、聚焦主题，深情讲述“我

与黑大”的故事，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

在本次主题党日活动中，康渝生教授、

李楠明教授等多名支部成员代表党支部老中

青三代党员深情讲述自己在黑大求学、入党、

工作、成长的故事。特别是当康渝生教授动

情地谈起自己在黑大工作 42 年，对黑大一

往情深，甘愿不计回报、一生付出的时候，

当李楠明教授感佩地谈起恩师张奎良教授心

怀浓厚炽烈的家国情怀、一辈子认认真真教

书、踏踏实实做学问，坚守至今的时候，支

部党员无不为之动容，纷纷表达了要传承和

发扬老一辈哲学人的优秀传统，撸起袖子加

油干，全心全意为学校谋发展的决心。

在两个半小时的主题党日活动中，同

志们畅所欲言，现场气氛热烈。在点点滴

滴的感人故事，不畏艰难的奋斗历程，真

心实意的建言献策中，无不蕴含着一名共

产党员对家国的深沉情怀，对学校真挚朴

素的初心理想。

王永清书记认真听取发言 , 并不时与同

志们亲切交流。活动最后，王永清书记对本

次主题党日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

各位支部党员思想活跃、深刻，言语中承载

了对黑龙江大学、对哲学学科的赤诚与热爱。

哲学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作为学校的样板支

部，是同志们永远的精神家园，是像家一样

温暖的存在。我们要继续增强党支部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把支部建设成叫得响、立得住、

推得开的基层党组织示范点，为学校文化建

设事业贡献应有力量。

活动期间，王永清书记还围绕学校引进

人才、稳定教师队伍等方面与同志们进行交

流，他指出，目前学校发展面临着机遇和挑

战，需要广大教工党员秉承和发扬学校、学

院的优秀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戮力

同心、久久为功，切实做好本职工作，推进

学校各项办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开创学

校双一流大学发展新局面！

据悉，哲学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由哲学

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逻辑学、美学、文

化哲学教研室教师组成。支部现有教工党员 20 名，其中

教授 14 人，博士生导师 13 人，在我校从教超过 20 年

的达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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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文化桥梁 推进中俄交流

俄罗斯话剧《拉丽萨》在我校精彩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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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忠伟校友来校访问

本报讯 （记者 张笑雷 ) 为持续深入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10 月 29 日，我校党委委

员、纪委委员来到东北抗联博物馆，缅怀革命先烈，

重温入党誓词，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参观展览之前，在东北抗联博物馆前厅内，面向

中国共产党党旗，校党委书记王永清带领同志们一起

重温了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同志们举起右拳，以坚

定有力的誓言，庄严地表达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

信念和决心。

走进展厅，同志们依次参观了“民族危亡 义勇军

抗击强虏”、“中流砥柱 东北抗联建立”、“民族脊

梁 抗联浴血苦斗”等六个部分的展览，认真听取工作

人员讲解赵一曼、八女投江等抗联英雄事迹，详细了

解东北抗联 14 年战斗历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并不时

驻足观看抗联战士使用的武器、电台、文献等展品。

同志们深有感触地说，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坚定崇高理想，凝聚强

大力量，锐意进取、砥砺前行，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形成了以东北抗联精神等为代表的黑龙江优秀精神，

这种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精神融为一体，闪耀着不朽

的时代光芒。我们将深刻理解东北抗联精神的主要内

涵和时代意义，在重温历史中汲取信仰力量，在缅怀

先辈中传承红色基因，在镜鉴比照中反思差距不足，

在抚今追昔中激发昂扬斗志，切实将初心和使命体现

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识、干事创业担当、争

做廉洁表率的具体行动中，为强校发展、为龙江全方

位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讯 10 月 24 日，第二届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

学会俄语教学研究分会（第九届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

会员代表大会在山东大学召开，开幕式上隆重举行了

第二届“中国俄语教育终身成就奖”、 “中国俄语教

育杰出贡献奖”颁奖典礼。经过各成员单位的认真组

织和推荐，以及研究会主席团的认真讨论和慎重评选，

共 27 位德高望重、桃李满园、为中国俄语教育事业辛

勤工作 50 年以上的前辈学者获得了此项殊荣。我校张

家骅教授荣获“中国俄语教育终身成就奖”，郑述谱、

金亚娜教授荣获“中国俄语教育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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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靓婧 ) 日前，由教育部高等学

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阿拉伯语分委员会主办的

2019 年中国高校阿拉伯文书法大赛颁奖典礼在北京大

学举办。

2019 年中国高校阿拉伯文书法大赛共收到来自北

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大学

等国内外近 170 幅书法作品，经过国内外著名阿拉伯

文书法家和知名专家的评审，选出20余幅获奖作品。

我校东语学院阿拉伯语专业段智婕老师指导的

2018级王小雨、原一帆同学分别荣获一等奖和二等奖，

李伟老师指导的 2018 级张奕可同学荣获二等奖，裴

冬雪老师指导的 2018 级薛雨秋同学荣获三等奖，黑

龙江大学荣获最佳组织奖。 

本报讯（记者 刘双新 屈淼 徐

思雨）按照学校“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总体安排，近日，学

校领导分别为党员干部讲主题教育专

题党课。

10 月 17 日，校党委书记王永清

以“牢记党的初心使命、走好强校发

展新路”为题，讲授了主题教育专题

党课。他强调，要在全面深入学习领

会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中体会初心和使命，从教

育在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中的重要地

位去认识初心和使命，在与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中央决策

部署对标对表中校正初心和使命，坚

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坚持立德树人、

守正创新，努力办好党和人民满意的

教育和高水平大学。

王永清指出，要切实增强走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的自信心和

自豪感，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光辉历程

中理解初心使命，准确把握中国教育

事业的历史性变化，理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一条坚持党的

领导之路、一条立德树人之路、一条

坚持人民立场的办学之路，用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在推动

黑龙江大学强校发展中坚守初心使

命，认清肩负的时代使命、面临的机

遇挑战，把握发展的任务、办法和措

施，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落实到学校改革发展稳定

工作中，促进学校各项事业登台阶、

上水平。

10 月 23 日，我校校长付宏刚为

分管领域和单位的党员干部讲党课。

重点建设与发展工作处、审计处、现

代农业与生态环境学院全体党员参加

党课。

付宏刚校长以“对党忠诚，担起

使命，造就时代新人”为主题，围绕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结合学校育人工作

实际，从“牢记党的初心使命，以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指引

学校育人方向”、“做好黑龙江大学

‘三篇大文章’，在培养时代新人的

办学实践中坚守初心使命”两个方面

进行讲解。

付宏刚校长强调要从人才强校战

略入手，促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

学科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提升学校

知名度和核心竞争力；要从加强学风

校风、师德师风和工作作风建设入手，

打造一支能力强、作风硬、效率高的

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队伍，形成优良

的校园文化，提升师生满意度和社会

影响力；要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入

手，不断拓宽国际视野，增强文化传

承和服务社会能力，提升社会美誉度

和创新驱动力。他希望同志们心怀对

党的无限忠诚，勇于担当责任使命，

为造就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本报讯（记者 屈淼）为了纪念中俄建

交 70 周年，促进中俄两国文化交流，10 月

28 日，俄罗斯话剧《拉丽萨》哈尔滨首场演

出在我校音乐厅精彩上演。

该剧讲述了拉丽萨•安德森的传奇人生。

作为上世纪初生活在中国的俄罗斯侨民、著

名女诗人、舞蹈家和中国俄罗斯模特，拉丽

萨在中国生活了 34 年，她的诗歌和舞台天

赋在这里绽放，被列入 20 世纪 100 位最美

俄罗斯女性名单。

表演结束后，哈尔滨俄罗斯俱乐部历史

部主任谢尔盖 • 尤列明代表符拉迪沃斯托克

市老战士与劳动模范委员会及俄侨协会授予

我校俄语学院院长孙超教授、编剧李延龄教

授、“拉丽萨”合作编剧塔玛拉•卡丽别洛娃、

“窗口”剧团团长维克多丽娅 • 瓦西里戈维

奇中俄建交 70 周年纪念章。

本报讯 10 月 23 日，我校杰出校友

陆忠伟来校访问。陆忠伟校友为中国现

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和学位委员会

主席，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

会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

付宏刚校长代表我校授予陆忠伟校

友荣誉教授证书，随后陆忠伟校友在外

事处多功能厅做了一场有关中国智库建

设的精彩学术报告。下午 2 点在东语学

院会议室，他结合个人工作实践经验，

就外语专业毕业生如何实现从“语言专

家”到“问题专家”的转型，做好国别

和区域问题研究，与师生进行了深入的

经验交流，就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选题思

路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师生进行了有益

指导，并对我校新增目录外二级学科国

别和区域研究的建设发展提出了建设性

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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