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桂利
本报通讯员 侯集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遵守党的章程……”近日，鲁东大学举
行“学党史·守初心”千名党员入党宣誓仪
式，新发展的1000余名预备党员和4000余名
入党积极分子高举右手、面向党旗庄严宣
誓，慷慨激昂的宣誓声响彻鲁大校园，表达
了广大师生对党的忠诚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
斗终身的决心和承诺。

“在建党百年之际，在这庄严的时刻，
面对鲜红的党旗郑重宣誓，我感到无比骄傲
和自豪，我会永远铭记这一神圣的时刻。”
参加入党宣誓的预备党员、法学院杨蕾同学
说，“从四年前第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那一
刻起，我就对加入中国共产党充满了憧憬和
渴望。在西藏墨脱开展社会工作教育对口扶
贫的日子里，看着珞巴族村民发自内心的笑
容与感谢，我真正感受到了国家脱贫攻坚战

的伟大现实意义，更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
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使命担当，更加坚定了我入党的决
心。”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鲁东大学
不断创新学习方式，采取专家辅导与集
中研读党史著作相结合、课堂教学与现
场教育相结合、红色文化线上教育与线下
实践活动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通过深挖胶东、学校红色资源，积
极推进形式创新、载体创新，组织红色鲁
东讲堂、红色鲁东历史情景剧大赛、红
色历史征文等喜闻乐见的活动，深入开展
红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史学习
教育中汲取思想的力量、信仰的力量，
感悟实践的力量和前行的力量，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让党史学习教育
“活”起来。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
教科书。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实践一再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中
国共产党才能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与担当。”学校“百
名党员讲百年党史”宣讲团成员、马克思主
义学院研究生范辉在入党宣誓现场讲了一堂
百年党史微党课，“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
我们要学习革命先辈为了祖国、为了人民舍
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要深刻领会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坚决做到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
和底气。”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
际，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很荣幸能与千名预
备党员一起宣誓，重温入党誓言，那一刻我
心潮澎湃，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感

到无比自豪。”离退休干部吕廷钢说，“学
校传承、弘扬红色基因，坚持正确的办学方
向，建设了一支支高素质教师队伍，培养了
一批批优秀青年党员，学校发展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我作为一名鲁大人，感到十分高
兴。”

“千名党员入党宣誓活动，是学校深
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一堂生
动的党史教育课，是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的重要举措，也是创新党员教育方式的
具体实践。要教育引导新老党员回顾党的光
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
主义的信仰，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
念，增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坚守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使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
福贡献力量。”鲁东大学党委书记徐东
升说。

□记 者 王桂利
通讯员 韩洪烁 报道

本报青岛讯 一百多年前，李大钊携
笔从戎，以文报国，他鼓励中国青年以
“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
之民族”……近日，山东科技大学“百年
党史百人讲”党史宣讲队走进中国银行青岛
西海岸新区分行、致远中学等企业、学校开
展党史宣讲，为企业员工和中学师生呈现了
一场精彩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课。

从4月13日“百年党史百人讲”党史
宣讲队首场宣讲开始，这个由百名辅导
员组成的宣讲队进企业、进校园，以青
年最喜欢的党史宣讲视角、最关注的党
史内容，用生动活泼、接地气的语言讲
述党史故事，深受聆听宣讲的师生和企
业员工的欢迎。

截至目前，党史宣讲队分别为学校

青年教师、学生工作干部、青年学生代
表进行了2场集中宣讲，为山东科技大学
泰安校区、济南校区及能源学院、自动
化学院开展宣讲4场，受邀到中国银行青
岛西海岸新区分行、致远中学等企业、
学校，向企业职工、青年师生面对面宣
讲，直接听众累计达3000余人，近5万人
次通过网络直播聆听了宣讲，一场场宣
讲活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人心，营
造了学习宣传党史的浓厚氛围。

宣讲队从“真理的味道”“伟大的
旗帜”“春天的故事”“奋进新时代”
四个篇章，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历史节
点和主线，通过故事讲述、情景再现、
歌曲、舞台剧、相声等多种形式，立体
式全景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
民救国、建国、兴国、强国的百年奋斗

史，生动阐述了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建设的伟大历程。外国语学院
本科生朱裕韬，刚参加完学院里的“学生
上台讲党史”读书活动。听了辅导员老师的
宣讲，他决定加入学院组织的英语学霸助教
团——— 学党史、办实事，向革命前辈学习，
为身边的同学服务。“我们要争做青年的先
锋，也要做传承红色基因的先锋。”能源学
院青年教师陈军涛表示，“本次宣讲进一步
夯实了自身的党史理论知识，同时更加坚定
了理想信念，激励我们成为有作为、有担
当的时代新人。”

“真是让人耳目一新，这样的宣讲
怎 么 叫 人 不 爱 。 ” 在 聆 听 了 党史宣 讲
后 ， 泰 安 校 区 的 学 生 们 发 出 由衷的 感
叹。

“这些图片视频和学习材料都生动
形象，我们看得懂、听得明白，有些历

史节点虽早已知道，但是再次重温依旧
心情激动。”中国银行青岛西海岸新区
分行纪检组副组长邵洁说，在今后的工
作中充分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
牛”的精神，立足岗位、守好初心，不
畏艰险、不惧风浪，以优异成绩向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致远中学初二学生夏凡说：“老师
们的宣讲让我深受启发，我们出生在新
的时代，要学习老一辈的爱党之情，我
们要争做青年的先锋，树立远大理想，
培养优良品德，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据介绍，党史宣讲受到社会各界的
普遍欢迎，目前，富春江教育集团、中国太
平保险集团青岛公司、为明中学、北海舰
队某部、临沂市郯城县委、青岛公交集团
等单位向学校发出了宣讲邀请。

□通讯员 吕亮 报道
本报滨州讯 6月1日，滨州学院党委理论中心学习组

（扩大）第8次集体学习“跨越百年的对话”党史公开课开
讲。学校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各部门、校直各单位负责人，
各二级学院负责人，部分学生代表现场观看，全校15000余
名师生通过线上直播收看。

党史公开课分为“开天辟地 救国大业”“改天换地
兴国大业”“翻天覆地 富国大业”“惊天动地 强国大
业”4个篇章，综合运用视频影像、情景表演、朗诵、歌舞
等呈现方式，引领学生跨越百年时空，致敬革命先辈，赓续
奋斗精神，汲取前行力量。

党史公开课由青年学生诵读中国共产党党史开始。“开
天辟地 救国大业”篇章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从
1921年到1949年开天辟地，实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
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救国大业历史。

情景表演《红红的月亮》通过红军小战士和当代大学生
穿越时空的对话，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头颅、
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他们视死如归、一往无前，胸怀“革命
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揭示了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成
功奥秘，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

主讲人、校人事处副处长、省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二等
奖获得者高合理老师说：“通过学习讲述改革开放史，让我更
加感受到当年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是
英明的、正确的，不愧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愧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如今，我校聚焦高质量内涵式
发展，正需要全校师生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

“非常荣幸在毕业之际参加这堂党史公开课，与大家一
起了解党的光辉历史、感悟党的初心使命、领会党的创新理
论、体认党的精神谱系、传承党的红色基因。太震撼了！”
艺术学院2021届毕业生李昊芮同学说。

全校师生共上一堂党史公开课将该校党史学习教育推向
高潮：理论宣讲与情景展示相融合，现场演出与网络直播相
结合，由来自学校不同专业领域的现任教师、退休老干部、
优秀校友、青年学生等16人共同主讲，通过沉浸式、情景式
教学，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师生共讲、师生共学，让党史学
习走新又走心。

□刘珂珂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济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硕

2001班研究生肖宗奇在山东省立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成为济南大学造血干细胞首例捐献者。

肖宗奇于2015年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成
为一名光荣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后经HLA(人类白细
胞抗原)检测配型，2021年3月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相合。
后经全面体检和筛查配型成功，成为济南市第111例、市中
区第1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滨州学院全校师生
共上一堂党史公开课

济南大学学子肖宗奇
捐献造血干细胞

□孙克伟 报道
本报潍坊讯 5月14日至16日，第十一届中华农圣文化

国际研讨会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农学思想与《齐民要术》专
业委员会学术年会（2021）在潍坊科技学院召开。研讨会共
收到89篇围绕“传承创新农耕文明 服务全面乡村振兴”主
题进行论述的中外优秀学术论文。

开幕式还举行了潍坊科技学院“农圣文化教育基金”成
立仪式。为加强《齐民要术》研究成果转化，潍坊科技学院
和部分爱心企业联合倡议创设了“农圣文化教育基金”。基
金规划总额200万元。

据悉，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农学思想与《齐民要术》专业
委员会由潍坊科技学院牵头成立。近年来，潍坊科技学院积
极探索“校园+田园+科技园+创业园”四园一体的产教融合
育人模式，成功打造了设施农业、海洋化工、智能制造三大
学科特色，建立了从良种研发推广到智慧农业服务的科研创
新平台，构建了覆盖设施农业全产业链的专业人才培养和社
会服务体系。该学校还牵头成立了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发展
研究院。

中华农圣文化国际研讨会
在潍坊科技学院召开

鲁东大学千名预备党员入党宣誓

同上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

“百年党史百人讲”

山东科大党史宣讲进企业进校园

□崔德广 报道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日

前，淄博市临淄区稷下小学组织400名少先队员，开展“重
温长征历程，传承红色基因”红色主题研学活动。

当日，少先队员们通过远足模拟长征路线、沿途解说长
征故事、心理团建及劳动实践等活动，对长征精神和团队协
作有了切身感悟和深刻认识。

□井水 王炯垚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9日，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山

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山东省柳子剧团)演出的红色
经典戏曲《江姐》在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长清校区
艺体中心大礼堂精彩上演。

戏曲《江姐》讲述了解放前夕，地下党员江竹筠(江姐)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坚守革命信仰，坚持对党忠诚，毅然
维护战友，勇于揭露敌人的丑恶面目，被捕后仍不屈不挠，
最终怀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慷慨就义、从容赴死的故事。

“革命先烈们用鲜血谱写了伟大的人生，成就了我们现
在无比幸福的生活。我们要弘扬英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
刻苦学习知识，磨砺坚强意志，把自己的爱国之情转化为脚
踏实地的爱国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青
春力量！”观看演出的师生纷纷表示。

红色经典戏曲《江姐》
在齐鲁工业大学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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