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桂利
本报通讯员 于洪良

长期在北京与孩子居住的88岁山东财经
大学退休干部张元璞同志近日专程从北京
返回济南，到学校党委组织部交上了10000
元现金作为自己的“大额党费”。这位出
生于1933年12月、1949年4月入党的老人神态
谦和地说：“能赶上建党100周年这个特殊
时刻，我总得表示表示心意……。”这是
山东财经大学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三
万余名师生同心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的一个
感人场景。据悉，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之际，张元璞为纪念自己入党70年，就已
经缴纳“大额党费”10000元。近日，张元
璞荣获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财经大
学立足校情，紧紧围绕高校党员师生特
点，发挥学科专业优势，以“立德树人”
为落脚点，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为
着眼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有序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

紧扣学科特点，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心走新

学校党委加强对学校党史学习教育的
统筹指导，要求各学院各部门吃透中央和
省委文件精神，原汁原味抓党史学习教
育，不走偏不变样，努力做到既让广大党
员干部受洗礼、有提升，也让师生群众受
教育、得实惠。

各学院紧扣学科特点，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走心走新。6月20日至21日，学校的会计学
院联合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
潍坊财政局等在潍坊市主办了全国首次
“红色会计”主题展暨学术研讨系列活动，
成立了“红色会计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这次
活动在新建成的山东会计博物馆举办，意
在深入挖掘“红色会计”的基因，还原我党
领导财经战线斗争的伟大历史，总结党领导
财经建设的宝贵经验，为“四史”学习和“四
个自信”提供更多鲜活的历史素材。“红色会
计”主题展于6月28日在学校开展。

6月25日，学校艺术学院的10位专业教师
齐聚一堂，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书
画笔会。他们挥毫泼墨，共抒情怀，历时三个
小时完成了长240cm、宽120cm的八尺整张《盛
世繁花图》，牡丹绽放，苍松入云，荷花逸香，
满纸云烟，气象雄浑。

不断拓展深度广度，

党史宣讲立体化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学校重视宣讲宣
传，组建了包括校党委书记、校长在内的23人
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通过精心选题、认真
备课，深入学院、班级宣讲，效果很好。学校
宣讲团成员、校党委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刘
洪涛巧妙构思，用自己原创的百余张展示着
革命先辈、历史事件、英模人物、革命圣地等
形象的彩色图卡———《红卡》进行宣讲，用彩
纱为学生党员铺就了一条色彩斑斓的“时光
河流”，“点燃”了宣讲课堂。这一独创做法被

“学习强国”等平台刊发。
学校不断拓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深度广

度，注重党史宣讲重点，突出传承弘扬好中
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深度诠释“红船精
神”“长征精神”“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雷锋精神”“沂蒙精神”等，精心组织专题
宣讲内容。学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邀请

“沂蒙母亲”王换于的孙女、沂蒙红嫂张淑
贞的女儿、沂蒙精神传承促进会会长于爱
梅走进校园宣讲《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
基因》，受到大学生欢迎。目前在党史宣讲
上，学校不断拓展深度广度，已经形成校领
导宣讲、宣讲团成员宣讲、单位负责人宣讲、
外请专家进校宣讲、辅导员宣讲、学生骨干
宣讲的立体化态势，同向发力，反响热烈。

与思政教育有机衔接，

营造浓厚氛围

学校把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点，聚焦
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力求两者相得益彰，通
过发挥“实践课堂”作用，努力提高“实践思
政”实效，拓展“大思政”新局面。3月31日，组
织70余名师生代表赴齐河党员教育体验基地
参观学习，并举行“实践思政”基地挂牌
仪式，师生相互切磋、教学相长，思政课
程与课程思政在实践中“动”了起来。4月
24日，举办了“新时代实践思政教育教学改
革研讨会”，相关工作实践得到了吉林大
学、海南大学专家学者和山东省教育厅负
责同志的充分认可。近日，公共管理学院学
生第一党支部的17名党员前往济南章丘东张

小学开展了“学党史，感恩党”的主题支教
活动。法学院主办的“一站到底”党史知
识竞 赛 历时一 个 半 月 ， 经 过 预 赛 （ 笔
试）、团队对抗赛、半决赛和决赛等环
节，吸引了1100余名本科生、研究生参赛。

6月24日下午，由山东财经大学、山东
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拍摄的思政专题片《立
德树人跟党走》举行了首发仪式。时长80分
钟的专题片，分为《爱祖国》《忠诚于
党》《感恩先烈》《孝敬父母》《培养合
格接班人》五部分，既是学校思政工作的
一件大事，也是献给建党百年华诞的一份
厚礼。在近一年的拍摄录制过程中，摄制
组走进学校各学院梳理收集素材，还远赴
外地，采访扎根西藏农村、参加青海支教
团的多位校友，对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以来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
深度总结和形象化凝练。特别是围绕深入
挖掘齐鲁红色文化的时代意蕴，探索红色
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入，引
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
国家观和文化观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刻
画，以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打动了
现场的观众。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学校文学与新
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韩军，把多年收藏的7000
多张历史档案图片和新闻图片，编辑成
《新闻图片里的党史》，在新媒体分期连
载，受到好评。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艺
术学院副教授高远博士用工笔小楷认真书
写了1471字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赋》，
点画精到，字字珠玑。

山东财经大学党史学习教育

有创意 重宣讲 氛围浓

□记者 王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16日，“齐鲁明贤故乡情·任继愈优秀

中小学生助学基金”在济南设立。该基金由著名草业科学
家、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任继周遵其兄任继愈遗愿出资100
万元，省教育基金会出资100万元共同设立，由省教育基金
会设立专账安排专人负责管理，收益全部用于资助我省品学
兼优且家境贫困的中小学生。

任继愈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教育
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北大教授，国家图书馆馆长、名
誉馆长，中国哲学学会理事长，山东孙子与齐鲁文化研究会
会长。任继愈先生和任继周先生的深厚学养、高尚情操、助
学善举令人敬仰，将激励更多爱心人士与善同行，共同参与
到办人民满意教育的事业上来。

任继愈优秀中小学生
助学基金设立

□陈俊竹 周永红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潍坊市寒亭区朱里街道周家庄小学积极参

与“千名教师访万家”活动，放暑假后，多批次深入学生家
庭进行家访。

在此次“千名教师访万家”活动中，周家庄小学广大教
师走进学生家庭，进一步加强学校与家庭之间的沟通和理
解，更多地关注孩子的优点和特长，力求真正解决每一个孩
子的实际问题。同时，该校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活动，促使学
生自信自强健康成长。

寒亭区朱里街道周家庄小学

多批次深入学生家庭进行家访

□ 本报通讯员 商梦茹

潍坊学院8名离退休教职工成立了“潍
坊学院老教授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在学
校各党支部开展讲党课活动，不断筑牢理想
信念之基；同时为社区党员群众、青年学
生、企业干部职工讲授高质量党课，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深入基层、深入青年，为进一步
完善基层党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
新人贡献了力量。

历史照亮未来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
书。为提升新一批入党积极分子的政治素
养，引导他们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潍坊学院老教授党史学习教
育宣讲团成员、82岁高龄的马克思主义学院
离退休教授张大鸣以《感恩与传承》为题，
为同学们作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报告。

张教授围绕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
征精神等八个方面进行了精彩宣讲。从马克
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讲述中国共产党成立
时的艰辛与困难，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艰
苦条件下的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发展、慢慢走

向成熟，二万五千里长征使我党不仅走过坎
坷也走向成熟，延安时期我们党迸发出的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三大战役”
创造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同时依靠群众
团结统一的西柏坡精神，以及抗美援朝时期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的一往无前、舍我其谁的
党性。

“历史照亮未来，听完张老师的宣讲
后，感觉很震撼，让我更加体会到了党和国
家的建立、发展之不易，我为是中华儿女而
骄傲！”2019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曹丽
君在听完张教授的党课后激动地说。真实感
人的故事和经历，让在场的学生接受了一次
深刻、生动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2020级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王哲表示：“听完张教
授的讲授，对于党史我有了更为清晰的认
知，鼓舞了我的斗志、使我更加明确了人生方
向。”

信念始终坚定

按照省委老干部局实施“强组织、强机
制、强阵地、强融合、强服务”工程的要
求，潍坊学院离退休教职工，主动对接社区
党史学习教育需求，组织多场活动，深入社

区开展主题宣讲，进一步推动党建工作向基
层社区延伸，打通党史学习教育到社区居民
家门口的“最后一公里”。

近日，宣讲团成员、85岁高龄的高延华
为社区党员干部上了一堂题为《学党史谈信
仰》的高质量党课。高延华带领社区群众回
望百年历程，他说：“一艘小小红船之所以
能够越过激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
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就在于一代代
共产党人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不畏艰难险阻，不
惧流血牺牲，无私奉献、接续奋斗。”听党
课的群众也深受感染，听到精彩处，大家纷
纷鼓掌喝彩，学习氛围热烈。现场群众都
说：“这样的党课要多上，我们很喜欢听，
也很受教育。”

潍坊学院离退休教职工秉承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用实际行动践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誓言，让红色传统和优良
作风薪火相传。

征程未有穷期

为更好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
的奋进路，潍坊学院离退休教职工从2018年

开始就自发组织开展党支部的讲党课活动，
力求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
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我们老党员讲党史，最重要的一点是
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些，所以讲起来就更生动
一些。”潍坊学院老教授党史学习教育宣讲
团成员孙衍启说。初次见到孙衍启时，他正
在为几天后的党史学习教育宣讲作策划。讲
起党的历史，两鬓斑白的他仍然意气风发 ,
“百年来，我党一直胸怀民生，力求时时刻
刻做到为人民服务。我们在讲党课过程中也
会注重这一方面的讲授，这样就使得年轻党
员初心更加明确。”

赵景林也是潍坊学院老教授党史学习教
育宣讲团的一员，他说，“征程未有穷期，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要作用是使青年人从党
的发展历程中汲取力量、提取精华，从而更
好地鉴古明今，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民族
自信，为下一个更好的100年扬帆启航！”
赵景林眼神笃定，慷慨激昂。

站在历史发展的节点，潍坊学院离退休
教职工用自己满腔的爱党情、爱国情教育引
导广大青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展示
出新时代老教授忘我奉献、诚朴求真的精神
风貌。

忘我奉献 诚朴求真
潍坊学院老教授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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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桂利 通讯员 董美华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18日，山东开放大学基层干部学历教

育2021届毕业典礼在高新校区举行，来自农村和城市社区的
4398名基层干部圆满完成学业，拿到了学历证书。

2015年8月，山东省依托山东开放大学开展农村和城市社

区基层干部专科学历教育实施素质提升工程。学校聚焦基层

工作需要，构建形成基层干部选、育、用有机衔接的培养机制，

采取单独考试、单独招生的办法，畅通基层干部接受成人教育

的入学通道，因地制宜设立了54个教学点。按照“党建引领、文化

聚力、高质实效、精铸品牌”的工作思路，突出“能力+学历”，创

新实施“面授集训+日常自学+送教下乡+在线辅导+平时测试+

现场教学”六个环节教学模式，为乡村组织振兴、人才振兴、文

化振兴培养一大批“留得住、用得上”的专业化人才。

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录取学员28804人，毕业学员17818

人。毕业学员中共有2310人新当选村（居）委党支部书记、

村（居）委会主任，1300余人次获县级以上荣誉，400余人

次当选县级以上“两代表一委员”，600余人次实现个人或

集体创业。多家媒体报道了学校典型经验做法，云南、广

西、河北、河南等地陆续来校学习。学校基层干部学院也于

近日获得“山东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四千余名基层干部拿到学历证书

□何文玲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年来，山东建筑大学在全面系统总结心

理健康教育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以教学培训为基础，
以品牌活动为补充，以咨询干预为重点，以队伍建设为保
障，以资源整合为拓展的“五位一体”工作格局，力求为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保障学校安全稳定打下更加坚实基
础，开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新局面。

构建教学培训体系，强化专业知识普及。学校构建以必
修课为主体，以网络课程、团体训练、日常微课为补充的多
元化教学培训体系，提升专业知识普及效果。2018年学校开
设的《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课程获校级精品课程立项。

构建活动品牌体系，强化宣传氛围营造。自2005年创建
“心晴”品牌以来，陆续推出“心晴剧场”“我的心晴日记”“心晴
讲堂”等品牌活动，全校累计3000名学生参与互动。“心晴”品
牌系列活动曾获山东省校园文化优秀成果二等奖。

构建咨询干预体系，强化健康防线安全。学校着力构建
以咨询中心为平台，以分类指导为基础，以危机排查预警为
重点，以拓展服务为补充的咨询干预体系。自2011年开展网
络心理普测工作以来，每年普测率达到98%以上；建立每学
期心理危机摸排制度，动态了解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时采
取措施确保安全稳定。

构建队伍培训体系，强化专业人员保障。学校建设了以专
兼职心理教师为核心，以学院辅导员为主力，以班级心理委员
及宿舍心晴联络员为辅助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通过分
层培训，不断提升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每年选派或定期组织
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参加省内外专业心理培训。开展班
级心理委员培训班，至今已开展11期，培训学生2000余名。

构建协同育人体系，强化有效资源整合。学校融合家
庭、医院、社会多方资源，构建协同育人体系，共同促进大
学生健康成长。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面向新生家长开
展“家长课堂——— 心理健康第一课”活动，提高家长对心理
健康重要性的认识。2020年，3000余名新生及家长参与学习
交流。与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建立快速诊疗
便捷通道，定期邀请医院专家到校开展精神卫生知识宣传。

山东建筑大学构建
“五位一体”心理健康教育格局


	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