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笑雷 林舜忠 王

颖）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庆祝活

动中，首都教育系统 9.6 万余名师生

在服务保障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为

表彰首都教育系统在服务保障国庆活

动中作出的重要贡献，教育部签署嘉

奖令，号召全国教育系统向参与活动

的首都高校及各类学校的师生学习。

11 月 8 日，首都教育系统服务保障国

庆活动宣讲团黑龙江省高校报告会在

黑龙江大学举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舞蹈学院的 13 名师生在我校音乐

厅分享了他们参加国庆 70 周年庆典活

动的感人故事。我校师生代表 1000 余

人在现场参加了报告会，全省高校有

6.9 万名师生同时收看网络直播。省

委教育工委委员、二级巡视员董成和

我校党委副书记蒋晶洁会见了宣讲团

成员并出席报告会。

宣讲团成员以《跨越一千公里的

距离只为一千米的欢愉》、《精彩绽

放耀党旗》、《从忠诚走向忠诚》、《天

安门广场的小白杨 故宫里的守夜人》

等为题深刻诠释青春与祖国同行的精

神，为在场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

政治课、一堂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报告会结束时，宣讲团成员带领

全场师生共唱《我和我的祖国》。礼

堂里慷慨激昂的歌声、经久不息的掌

声、摇曳在舞台和观众中的五星红旗，

令师生们备受鼓舞。

大家一致认为，首都教育系统服

务保障国庆活动宣讲团的成员为大家

上了一堂精彩纷呈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他们的故事汇聚成一首将小我融入大

我、青春献给祖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合

奏曲。爱国主义教育永远在路上，大

家定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庆祝

活动宣讲分享为契机，继续听党话、

跟党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的要求上来，立志为祖国繁荣富强奉

献青春、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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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集体学习会
本报讯（记者 张笑雷 孙

冠群 唐家璇 林舜忠）11 月 14

日，我校在主楼一楼报告厅召

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

集体学习会。本次学习会结合

主题教育跟进学习的要求，深

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全体校领导、校党委委员、

校纪委委员、全校中层干部参

加学习会。校党委书记王永清

主持学习会并发表讲话。

我校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

记陈辉教授围绕制度建设的根

本性、我国国家制度发展历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产生的主要背景、核心要义以

及对学校加强制度建设的建议

等方面进行讲解。陈辉教授介

绍了《决定》出台的背景、《决

定》的总体框架、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制度

建设的总体安排，并从增强教

师和党员的制度意识、完善学

校的制度体系、提升制度的执

行力和规范性、加强对学校的

意识形态建设四个方面就学校

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提出意见

和建议。

王永清书记在会上发表讲

话并指出：

——要充分认识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和核心

要义。全校党员干部和师生要

有清醒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觉，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

信，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

历史底蕴、多方面的显著优势

和丰富的实践成果，坚定发展

信心，凝聚发展力量，走好学

校的强校发展道路。

——要认真做好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和

研究阐释。学校将组织系列学

习宣传贯彻活动，制定学习宣

传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工作方案，

把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纳入主

题教育学习计划，在全校范围

内开展系统学习，做好宣传教

育，跟进研究阐释，促进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学校落

地生根。

—— 要以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为指引，加强制度建

设、提高学校治理能力。落

实好全会精神，全校上下要

坚定政治方向，确保马克思

主义在学校的指导地位不动

摇；要树立目标导向，与时

俱进完善和发展学校各领域

制度和治理体系；要突出价

值取向，严格遵守和执行制

度，切实增强制度执行效力，

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为实现双一流建

设目标提供有力保证。

最后，王永清书记强调，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是当前和今后学校一项重

要的政治任务，全校上下要增

强学习贯彻的政治、思想、行

动自觉，做到学深学透、弄懂

弄通，不断把学习贯彻引向深

入，以高水平的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推动学校强校发展。

重温党史   不忘初心
  我校师生集体观看电影《重生》

本报讯（记者 张笑雷 王琳琳）11 月 13 日，

学校领导、全校中层干部、党支部书记、师生代表

1000 余人在音乐厅一同观看了党史纪录电影《重

生》，这是我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一项重要活动，本次观影为广大师生上了一堂生

动的电影党课。 摄影 齐浩泽

本报讯（记者 夏兆林 王颖 徐

苗苗 纪佳怡 张鑫 李佳鸿）11 月

12 日到 11 月 14 日，教育部高等教

育教学评估中心副主任周爱军、俄

罗斯国家公共认证中心认证处副处

长奥克莱娜 • 马特维耶娃、以四川

外国语大学副校长董洪川为组长的

英语专业专家组全体成员和以北京

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宁琦为组长的

俄语专业专家组全体成员到我校进

行外语类专业国际联合认证。

经过几日的实地考察，11 月 14

日，我校在模拟联合国实训中心举

行俄语与英语专业中俄联合国际认

证专家反馈会。会上，宁琦教授代

表俄语专家组反馈了专业认证现场

考察的总体意见。专家组一致认为

黑龙江大学俄语专业办学历史悠久，

积淀深厚，具有重视本科人才培养

的优良传统，注重将“立德树人”

作为根本的任务，注重育人文化建

设，在培养国际化卓越俄语人才，

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社会

经济发展需求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

董洪川教授代表英语专业专家

组反馈了总体评估意见，认为黑龙

江大学英语专业紧紧结合东北地区

尤其是黑龙江省的教育改革发展和

先进社会发展需求，坚持“学生中

心，结果导向，持续改进”，体现

了育人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定位，

有培养目标定期评价机制。英语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都紧紧

围绕产学导向，落实本专业的毕业

要求，学校在课堂教育管理和课堂

教学方面制度完善，执行情况良好。

校院两级教学质量考核体系架构比

较完善，运行良好，形成了评价、

反馈、改进的质量闭环。

付宏刚校长表示学校会细致梳

理各位专家提出的意见，并以此作

为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全面总

结本次认证工作，以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为目标，不断促进学校专业发

展和人才培养质量提高。

此次中俄联合国际专业认证是

我国外语类专业首次开展的国际联

合认证，认证理念与国际同频共振，

认证标准与国际实质等效，将对中

俄两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

亚太地区人才流动起到积极作用。

 

 摄影 杜彩霞

日前，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阿拉伯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

员会、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黑龙江大学联合主办，黑龙江大学东

语学院、创业教育学院联合承办的“译研网杯第

二届全国高校汉语阿拉伯语文学翻译大赛”在我

校落下帷幕。我校东语学院 2016 级刘祥宇同学荣

获一等奖，2016 级谭琴同学荣获优胜奖。

该赛事自 2019 年 9 月 1 日开始，到 11 月 2

日结束，共有 59 所高校 479 位同学参加，经过激

烈的初赛和复赛选拔，最终有 24 所高校 65 位同

学进入决赛。 东语学院供稿

日前，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高等教育

出版社承办，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

委员会协办的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暨第五

届外语微课大赛全国决赛在南京开赛，来自全国

155 所高校 191 个团队参加比赛，我校应用外语

学院教师梁月倩在比赛中表现优异，获得优秀奖。

本次大赛，参赛教师通过现场展示微课作品

和说课两个环节，将自己的教学理念和微课设计

向专家评审进行直观呈现，并运用丰富、智能、

个性的数字化教学手段凸显学科语言能力培养与

人文素质培养的深度融合。

本次大赛评选出 30 个优秀组织奖，我校位列

其中，成为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高校。

 应用外语学院供稿

本报讯（记者 张笑雷 王帅 林舜忠 

张思蓓 侯紫微）11 月 6 日，“庆祝人

民空军成立 70 周年，弘扬传承东北老航

校精神”系列图片展在我校汇文楼一楼

大厅展出。我校党委副书记丁宏，机关

各职能部处主要负责人、党员干部等参

观了本次图片展。

本次图片展展出了空军哈尔滨飞行

学院的建校历史、东北老航校精神，以

及学院与我校的历史渊源，让大家深刻

了解到以院校发展为源头的人民空军从

无到有，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学

院新时代建校育人、助力强军的伟大实

践。“东北老航校是人民空军的摇篮，

老航校精神是我党我军红色基因的重要

组成部分，老航校奋斗史是人民军队光

荣传统与优良作风的生动体现，是人民

空军成长壮大、转型发展的精神内核。

进入新时代，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建设世界一流空

军培养优秀飞行人才，为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继续努力奋斗！”本次图片展讲

解员、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吕超富有情

感的讲解，获得了师生们的认可。

参观本次图片展后，我校师生纷纷

表示这次展览使自己深刻地感受到了人

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以及东北

老航校精神，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艰苦

奋斗、顽强拼搏的老航校精神值得每一

个人好好学习。在今后的学习与工作中，

将秉持老航校的优良传统，努力提高自

己的专业知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把我们的地方精神融入服务龙江经济社

会的发展当中，为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与

中国梦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

“庆祝人民空军成立 70 周年，弘扬传承东北老航校精神”
系列图片展在我校展出

我校学生在译研网杯第二届全国高校
汉语阿拉伯语文学翻译大赛中获奖

我校教师在全国高校教师教学
创新大赛中获奖

11 月 1 日至 3 日，第十届“外教社杯”全国

高校外语教学大赛决赛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

我校应用外语学院教师杨斗代表黑龙江省参加视

听说组决赛，并从决赛的 31 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最终获得全国总决赛二等奖。

本次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

全国近千所高校参与，是规模最大、级别最高、

影响范围最广的高校英语教师教学竞赛。

 应用外语学院供稿

我校教师在第十届
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中获奖

日前，第四届全国高等院校项目管理大赛暨

国际项目管理锦标赛中国赛区选拔赛在青岛科技

大学举行。我校建筑工程学院、信息管理学院和

艺术学院等师生组成的参赛队伍参加选拔赛，最

终获得卓越项目管理团队优秀奖、优秀指导教师

奖和优秀组织奖。 教务处供稿

我校师生在第四届全国高等院校
项目管理大赛上获得佳绩 

我国外语类专业首次国际联合认证
在黑龙江大学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