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娟）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
筹“两个大局”，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的重大决策。学
校党委高度重视，迅速行动，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省委的部
署要求，将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精心谋划，统一部署，高标准高质
量推进。

3月 15日，学校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部署会，按照党中央、教育部党组、浙江
省委相关要求，结合学校发展实际，对学校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动员部署。校党委
书记宣勇作动员讲话。校长洪岗主持动员
会。当天，学校还邀请省委党校徐彬教授作
党史学习专题辅导报告。校党委副书记
赵文波主持报告会。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出席。
在动员大会上，宣勇就高质量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提出四点要求。
一是强化政治引领，深刻认识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宣勇强调，要深刻

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背景、目的和意
义。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庆祝我们党
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目的，是用党的奋斗
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

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
砥砺品格。开展党史教育，是牢记初心使

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坚定

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
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二是坚定政治自觉，准确把握党史学
习教育的目标要求。全校师生党员、领导干

部要坚持学史明理,悟创新理论伟力；学史
增信，强“两个维护”自觉；学史崇德，守立
德树人初心；学史力行，开事业发展新局。

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周年。
三是聚焦政治任务，高标准高质量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要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以此为指导不断深
化对党的历史的系统把握，明确继承传统、
立足当前、开创未来的实践要求。我校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要突出红船味、浙江味、浙外

味。要高质量开展专题学习活动、专题宣讲
活动、专题宣传教育活动、专题实践活动、
专题组织生活会等，通过上述活动，全体党
员领导干部要真正学出政治定力、学出知
行合一、学出担当精神、学出为民情怀、学

出斗争精神、学出过硬本领、学出高效组织
力、学出纪律严明、学出抵腐定力。

四要强化政治担当，不折不扣落实中

央省委决策部署。要建立组织领导、争先创

优、闭环推进、学习教育成果转化等机制，
要注重运用系统观念、系统思维，把党史学
习教育同全面推进“浙外三地”建设，科学
谋划“十四五”发展，切实落实巡视整改，系
统推进校内综合改革，疫情防控常态化结

合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实
际成果。
洪岗强调，宣书记的讲话既是一次全

体动员，又是一次党史学习教育的专题党
课；既有创新理论的前瞻性，又有具体工作
的操作性。全校各级党组织要认真领会、迅
速行动，严格贯彻落实学校决策部署，增强
学习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要精心组

织、有力执行，根据学校实施方案细化学习
安排，按照要求抓实规定动作，结合实际做
精自选动作；要知行合一、务求实效，运用
系统观念、系统方法，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

成效转化为谋发展、办实事、开新局的举
措，把党史学习教育和学校发展各项任务
落到实处，有力推动学校“十四五”良好开
局，以优异成绩献礼建党 100周年！
专题报告阶段，徐彬教授围绕“百年政

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发展”的主
题，梳理了百年政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探索历程，阐述了百年政党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经验启示，分析了百年
政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风险考验。
他以扎实的理论素养和广阔的理论视野，
运用丰富的党史案例、党史材料，为在场党
员、干部作了一场生动的辅导报告。

赵文波在总结时讲到，徐教授的报告
有理论高度，也有教育情怀，有层层递进的
逻辑，也有合情合理的剖析，非常精彩，本
次辅导报告也是学校党支部书记年度培训
计划中的一次学习培训，希望大家认真学
习领会，学用结合，以实际行动为学校内涵
式发展做贡献。

全体中层领导干部、近期退下来的老
同志、各党支部书记等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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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娟）3月 3日下午，
省委第五巡视组向浙江外国语学院党
委反馈巡视情况。省委组织部副部
长胡旭阳出席向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

书记宣勇的反馈会议，出席向浙江外国
语学院党委领导班子反馈会议，对巡视
整改提出要求。会议向宣勇传达了省委
书记专题会议精神，省委第五巡视组组
长万亚伟代表省委巡视组分别向宣勇
和领导班子反馈了巡视情况。省教育厅
党委委员孙恒参加反馈会议并就抓好

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巡视整改工作提
出要求。宣勇主持领导班子反馈会议并
作表态讲话。

按照省委统一部署，2020年 11月
11日至 2021年 1月 14日，省委第五

巡视组对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进行了
巡视。巡视期间，巡视组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视
定位，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紧
盯党组织职能责任，突出对领导班子和
“关键少数”的监督，重点检查贯彻落实

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中央重大决策
和省委部署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
署、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巡视整改等
情况。通过广泛开展个别谈话，认真受
理群众来信来访，调阅有关文件资料，
深入了解情况，顺利完成了巡视任务。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听取了巡视组
的巡视情况汇报，并向省委书记专题会
报告了有关情况。

万亚伟指出，2017年 4月巡视“回
头看”以来，学院党委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政治
建设为统领，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服

务开放强省战略，推进学院治理体系建
设，推动学院改革发展，专业发展取得成
效，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
评估。巡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工作的
指示要求不够到位，推进学院改革发展
成效不够明显，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办

学理念不够牢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有欠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不够严
格，“两个责任”落实不够到位，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仍不同程度存在，科研经
费、工程建设等领域廉政风险防控不够

有力；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够深
入，发挥二级学院党组织作用不够，干部
选任和管理不够严格，党管人才工作不
够有力，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没有压实；
落实巡视、审计和主题教育问题整改不

够到位，整改长效机制不够健全。同时，
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
题线索，已按规定转有关方面处理。

万亚伟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是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建设人民满意大学。
学院党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德

树人导向，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
接班人。科学谋划“十四五”规划，结合
“浙外三地”战略，推进“实院强系”改
革，进一步提升学科和专业建设水平。
树牢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不断提高学
生的岗位适应度和市场竞争力。二是进

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清廉校
园。坚持“严”的主基调，落实落细全面
从严治党各项举措，强化重点领域风险
防控。加强监督执纪问责，提升发现问
题的水平和能力。持续强化作风建设，提
升服务意识。三是进一步夯实基础，建设

高质量干部和人才队伍。切实发挥党委
领导核心作用，加强班子自身建设，攻坚
克难，破解制约学校发展的重点难点问
题。统筹谋划人才发展战略，加大人才引
进和培养力度，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坚持
抓基层打基础，选优配强院系负责人，强
化干部队伍管理，加强基层党组织规范

化建设。四是进一步强化巡视整改，建
设服务浙江改革发展的高水平外语院
校。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扛起整
改主体责任，健全整改长效机制，确保
整改工作管长远、见实效。

胡旭阳对巡视整改提出明确要求，
强调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要提高政治
站位，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
整改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书记
专题会议精神，把巡视反馈意见中的每
一个问题都当成一道政治“必答题”，切
实增强巡视整改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

行动自觉，以巡视整改的实际行动践行
“两个维护”。学院党委要坚决扛起整改
责任，党委书记作为巡视整改第一责任
人，要知责、明责、尽责，坚持以上率下
亲自抓，领导班子成员要切实抓好分管

领域整改落实，高质量答好巡视整改的
“政治答卷”。学院党委要成立巡视整改
工作领导小组，逐条研究省委巡视反馈
意见，科学制定巡视整改方案，建立巡视
整改问题清单、任务清单、时间清单、责

任清单“四张清单”，建立整改工作机制，
形成闭环管理，确保巡视整改落实落细
落到位。学院党委要综合运用巡视成果，
既要拿出“当下改”的举措，又要形成“长
久立”的机制，着力提升整改实效。纪检
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把督促整改作为
日常监督的重要任务，加强对被巡视党

组织整改工作的指导督导，盯紧盯实、对
账销号，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
任，推动整改常态化长效化。对整改不
力、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要严肃追究
责任，坚决维护巡视制度的权威。
孙恒对巡视整改提出三点意见：一

是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学
校党委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
委有关精神和巡视组的要求上来，把抓
实巡视整改作为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
和政治考验，高质量做好巡视整改“后
半篇文章”。二要坚持以上率下，压紧压

实责任链条。学校党委要全面承担巡视
整改落实的主体责任，加强对巡视整改
的统一领导，坚持系统思维，制定整改
方案，落实整改责任，做到立行立改；党
委书记宣勇同志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
责，校长洪岗负责党政职责，班子其他
成员履行一岗双责，主动认领问题，要

及时向二级单位、广大党员干部层层传
达意见，层层压紧压实责任。三要聚焦
整改，助推学校事业发展。学校党委要
自觉将巡视整改放到奋力打造“重要窗
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这个

大局下来谋划布局，切实将巡视整改转
化为推动学校转型提升的内生动力。

宣勇表示，作为党委书记，将切实
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并代表校党委
表态，对省委巡视反馈意见诚恳接受、
照单全收、坚决整改。要以提高站位、高
度负责的政治自觉，切实抓紧抓实巡视

整改任务。学校党委将主动承担、认真
履行主体责任，纪委履行监督责任，直
面问题、深刻剖析，把关注点和聚焦点
放在解决问题、落实整改、促进发展上，
坚决落实整改任务，建设好人民满意的

大学。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
切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全面从严治
党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两个责任”，优化政治生态建设，
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清廉浙外”建设，
纠治“四风”，树立“以师生为中心”的办
学理念。要以唯实惟先、善作善成的理
念，切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探索构建党建统领的整体智治体
系，鼓励并激发唯实惟先、善作善成的

团队文化活力，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
设，切实发挥好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坚
持党管干部，突出政治标准，坚持正确
的选人用人导向；坚持党管人才，加大
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深化人
事制度改革，完成新一轮岗位聘任，激

发人才活力；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压实党建工作责任。要以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劲头，切实交出巡视整改的
高分答卷。严格落实省委要求，学校将
迅速成立整改工作推进小组和各工作
专班，认真制定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

任清单、时间清单，一项一项抓落实，确
保标本兼治、整改彻底，建立健全整改
的长效机制。

要以系统思维和系统观念统筹抓
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将巡视整改与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科学谋划“十四五”
发展、系统推进校内综合改革等有机结

合，举一反三改进各项工作，对标对表
“一带一路”“重要窗口”建设，聚焦“浙外
三地”目标，补齐短板弱项，为浙江忠实
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
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作出浙外贡

献，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省委第五巡视组副组长及有关同

志，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
纪委省监委相关监督检查室、省委组织
部相关处（室）、省委宣传部相关处（室）
有关同志；省教育厅相关处（室）有关同
志；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中层正职以上

领导干部、下属单位负责人、近五年退
休的原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学院市级以
上“两代表一委员”、民主党派、老同志、
教代会和职代会执委、高级职称人员代
表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李娟）2 月 25
日，学校召开党委会，专题传达学
习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

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动员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校党委书
记宣勇主持党委会，校党政领导
班子成员参加学习。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大意义，阐明了学习
教育的重点和要求，讲话高屋建
瓴、思想深邃，为我们开展好党
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会议要求根据上级有
关部署，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学习

教育。
学校还专门组织了一次线

上思政课，专题学习讲话精神。
校党委副书记赵文波出席。马院
党史专家围绕“发扬红色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结合红船

精神、党史故事等，深入浅出地
与师生党员分享了学党史的目
的、意义，学什么、怎么学等内
容。此次专题学习得到《人民日
报》的关注报道。党校办、宣传
部、学工部、团委等相关部门负

责人，马院理论学习中心组成
员，博雅人才学院全体学生，校
团委、学生会代表，部分党员和
入党积极分子代表等 200 余名
师生参加学习。

省委第五巡视组向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反馈巡视情况

本期导读

2021年，浙外这样干
>>>详见第 2版

“十佳大学生党员”
风采展示

从本期起，本报推出“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系列专栏、专版报道，营造浓厚的党史学习教育氛围，凝聚砥砺奋进

力量，激励全校师生为学校内涵式发展作贡献。

>>>详见第 3版

浙外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



廉政小故事

明代李汰任朝廷主考官时，有一年在福建主持科举考

试。一天深夜，有位求情者送去一包黄金，请他给予通融，当

即遭到李汰的回绝。李汰还挥笔写下了一首表露心迹的拒

贿诗：“义利源头识颇真，黄金难换腐儒心。莫言暮夜无知者，

须知乾坤有鬼神。”

黄金难换心

浙外学子以实际行动
庆祝建党 周年

近日，浙外 145 名

学生赴横店，参加中宣

部“建党百年”题材重点

跟踪项目《百炼成钢》的

拍摄，以实际行动庆祝

建党 100 周年。

(图 /徐雨桐)

本报讯（记者 樊朝刚）2月 24
日 -25日，学校召开 2021年寒假领
导班子务虚会。会议围绕“聚焦‘浙外
三地’建设，落实巡视整改，系统推进
改革，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的主

题，科学谋划学校“十四五”发展，完
善规划体系，深入研讨本年度重点工
作。校党委书记宣勇主持会议并讲
话。校长洪岗等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出席会议。

会上，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省委书
记袁家军在省管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集中轮训班开
班式上的讲话精神，宣勇就学校今年
的工作重点和思路作三点要求。

宣勇强调，要以系统观念思考学
校发展。坚持用系统观念、系统方法，

系统推进学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落实巡视整改和谋划“十
四五”发展等各项工作。一要体现系
统的功能性。将学校发展放到社会大
系统中，放到中国高等教育生态系统
中，放到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争取

实现学校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价值；二

要体现系统的运动性。坚持时空观，
认准学校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入
思考学校“十四五”规划的历史价值，
学校未来的功能；三要体现系统的整
体性。自觉将学校发展置于社会大系

统中，更好地把握好当下与未来、全
局与局部、战略与战术等重大关系，
不断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
改革的能力和水平，做好全面布局、
系统部署、整体安排这篇大文章。
宣勇强调，要以系统思维完善学

校规划。规划是一个系统，要明确各
个专项规划在学校规划体系的价值、
地位和作用。《人才培养与国际化规
划》和《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规划》事
关功能性，是学校的标志、表征和价
值体现。《人才队伍与学科建设规划》
是结构性的，事关学校未来组织发展

和组织安排。《党建与干部队伍建设
规划》《信息化与综合保障规划》《校
园基础与文化建设规划》是保障支撑
性的，保障学校发展。要处理好这三
部分关系，实现学校从“十三五”到
“十四五”发展的迭代升华。

宣勇强调，要以系统方法推进综

合改革。一要坚持主体性原则。确立
教师的主体性地位，营造改革氛围，
讲清楚改革理念。二要坚持系统性原
则。用系统的方法，放大细节，通过剖
析个案，举一反三，从体制机制上来

解决问题。迭代升华，通过迭代解决
问题，运转高效，提高治理效能，整体
优化，实现目标。三要坚持合法性原
则。学校改革要符合国家法律。在改
革过程中，遇到矛盾冲突时，各部门
要坚持下位要符合上位。

校长洪岗就如何抓好 2021年度
工作落实作讲话。他指出，一要抓根
本保稳定，让发展基础更实。维护校
园平安稳定，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
加强校园廉政教育，深化人事制度改
革。绘制发展蓝图，以系统的观念来
思考学校的发展规划。改善硬件条

件，保质保量、按时地完成三期建设
工程———学生宿舍项目建设，这是一
项政治任务。二要抓重点创优势，让
发展质量更高。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改善学生的语言面貌，深化课程思政

建设，强化国际化意识，改革大学外
语教学。根据外部需求，明确师范生

培养目标，认真梳理师范专业。优化
科研评价，提高科研质量，大力推进
硕士点建设。三要补短板强弱项，让
发展成效更优。根据省委巡视组的巡
视反馈，推动整改落实，把巡视整改

作为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抓手。将
落实省教育厅新一轮审计要求与巡
视整改、与学校发展、与“实院强系”
综合改革结合起来，协同推动整改，
建立长效机制，取得整改实效。优化
人才队伍制度机制，合力推动学校高

质量发展。
其他班子成员围绕会议主题，交

流了本年度和新学期的工作安排，并
结合年度工作和重点调研课题设想，
谈了下一步改革思路和工作举措。

战略处负责人就学校“十四五”
规划起草情况作了简要说明。各专项

规划负责人部门汇报了各规划情况，
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研讨。

党校办、宣传部、纪检监察室、
学工部、战略处、教务处、科研处、人
事处、国际处、公管处、校建处、合作
处、信建处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

了会议。

宣勇在 2021年寒假领导班子务虚会上强调

要以系统观念思考学校发展以系统思维完善学校规划以系统方法推进综合改革

本报讯（记者 薛海丹）3月 9日
上午，党委书记宣勇主持召开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贯

彻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精
神，并就学校如何高站位高要求高质
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出具体要
求。纪委书记邱卫东、副校长赵庆荣、
张环宙分别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
七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作领学。
全体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交流发言。

宣勇强调，要高站位，深刻领悟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
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背景、目的
和“三个必然要求”。紧紧围绕学懂弄
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坚持学习党史
与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相贯通，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守正创新、抢抓
机遇，努力实现学校“十四五”良好开
局。

宣勇强调，要高要求，努力做到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全校党员领导干部要学史明
理，悟创新理论伟力，深刻感悟党的
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要
学史增信，强“两个维护”自觉，努力
办好“让党中央放心、社会称赞、师生

满意”的教育；要学史崇德，守立德树
人初心，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要学史力行，开学校
发展新局，坚持用系统观念、系统思

维、系统方法，系统推进校内综合改
革，持续深化“实院强系”，完善高水

平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
宣勇强调，要高质量，突出“红船

味”“浙江味”“浙外味”。突出红船味，
注重用好浙江红色资源，把百年党史

与党在浙江的百年奋斗史结合起来，
与大力弘扬红船精神、浙江精神结合
起来，真正把党史学深学透，学出坚
强党性、学出信仰担当。突出浙江味，
进一步学习领会感悟总书记在浙江
工作期间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组织开展学习《习近平在浙江》采

访实录系列活动。突出浙外味，将学
习党史与学校正在开展的“青年学子
学青年习近平”学习教育深度融通，
在党的百年发展历史进程中，学思悟
践青年习近平四方面优秀品质，深入
挖掘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中的红色

基因、德育元素，融入课堂教学，进一
步深化课程思政建设。要创新宣传形
式，注重发挥外语学科专业优势，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师生、深入人
心。要抓好专题培训，把党史学习教
育作为党员、干部师生培训的重要内
容，提高学习教育的实效性。要扎实

开展系列实践活动，推动解决一批师
生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着力打造幸福校园、美丽校园。
宣勇强调，学校党员领导干部要

认真学习领会“九学九新”的核心要
义，把自己摆进去，真正学出政治定

力、学出知行合一、学出担当精神、学
出为民情怀、学出斗争精神、学出过
硬本领、学出高效组织力、学出纪律
严明、学出抵腐定力。各条线、各个部
门、各个岗位要结合工作实际，落实
“九学九新”要求。面对改革过程中遇

到的难题，要勇作战士，有过硬本领，
破解难题。

校长洪岗谈到，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大，思想
深邃，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大意义，深刻阐明了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点和工作要求，对党史学习教

育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为我们开
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

洪岗指出，我们党从诞生之日
起，就高度重视历史教育。从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重视历史教育特别是党史教
育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
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在庆祝
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全党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
必要、意义重大。我们学习党史要做
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要组织开展“四史”教育，将党
史学习教育与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结合起来。
党委副书记曹仁清从“党史的学

习教育应该树立正确的党史观”的角
度谈了学习体会。他谈到，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树立正确的党史观，要做到
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
正确认识党史的重大事件、重要文件

和重要人物。学校结合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在建党 100周年的重要时间
节点，应重点抓好教材、教师、教学等
三个要素来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党委副书记赵文波从“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要点”的角度

谈了学习体会。他谈到，学习党史要
不断增强党员意识，充分发挥共产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党的奋斗历程
和伟大成就来鼓舞斗志、明确方向；
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来坚定
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

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高校
共产党员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要矢志服务师生员工。
纪委书记邱卫东谈到，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
和掌握核心要义，真正学懂弄通中国

共产党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为了

谁等问题；努力从党的理论创新和思
想伟力中汲取真理的力量，增强政治
能力，坚定理想信念；结合工作实际，
提高学习实效，努力做好以思想自觉
促进行动自觉。

副校长赵庆荣谈到，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
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
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
和马克思主义是高度一致的。党的指
导思想确保党能够坚持正确方向。中
国共产党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副校长张环宙结合“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等四个关键词
谈了学习体会。她谈到，要开展理论
专题研究，重点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萌发
与实践，以红船精神为重点的精神谱

系，以及浙江党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深化重大理论研究，形
成高质量研究成果。

副校长李安谈到，历史是我们的
思想之源。党史国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前进的必修课和宝贵财富。历史
是我们的力量之源，只要我们深深扎

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
无穷的力量。历史是我们的方向之
源，走得再远都不能忘了来时的路。

副校长柴改英谈到，百年党史体
现了生命隐喻，百年党史孕育着党的
精神、红色基因。百年党史体现了教

育隐喻，学习党史国史是必修课。百
年党史体现了道路隐喻，历史就是来
路、长征。百年党史体现了诗歌隐喻。
我们学习党史要和凝练“浙外精神”
结合起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党委委员，党委组织部、统战部

部长徐勇谈到，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清楚党史“是什么”，通过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明确党史“为
什么”“怎么看”“怎么办”等问题。要
做到讲政治，始终保持绝对忠诚；践
初心，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担使命，始

终做到奋发有为。

要 闻【 】 2021年 3月 15日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本报讯（记者 李娟）3月 11

日，学校召开 2021年度工作会

议。校党委书记宣勇主持会议，分

析学校发展形势，提出工作要求。

校长洪岗总结回顾了 2020 年学

校重点工作，部署 2021年学校主

要工作任务。校党政领导班子成

员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2021年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是“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之年，也

是我校系统推进改革、加快推进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一年。做好今年工作意义重大。

宣勇要求大家认真领会

2021年度工作会议精神，抓好贯

彻落实，并对做好 2021年工作总

体提出三点要求。

一要坚持系统观念、系统方

法，科学谋划学校发展。要从系统

的功能性、运动型、整体性、开放

性来谋划学校的发展。浙外之于

社会大系统，之于高等教育大系

统的功能，就是着力建设国际化

人才培养的重点基地、服务开放

强省的智囊高地、国际文化教育

交流的重要阵地。要准确判断浙

外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我们是

教学型高校，未来要向教学研究

并重型转变，现在正处于准备阶

段、过渡阶段。要把学校自觉地置于社会大系统当中来

思考，才能更好地把握好当下与未来、全局与局部、战略

与战术等重大关系，不断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共同做

好全面布局、系统部署、整体安排这篇大文章。

二要坚持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扎实推进重点工作。

宣勇强调，要思想铸魂，高标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希望

大家提高思想站位，增强党史学习教育走在前列的思想

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率先垂范，加强组织领导，把

党的历史学习好、领悟好，在学校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中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要提高站位，高质量

落实巡视整改。要把巡视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系

统观念统筹抓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补齐短板弱项，

以整改促发展。加强协同联动，强化跟踪督查，健全长效

机制，确保整改工作管长远、见实效。要抓好开局，高起

点推进“十四五”发展。要思考专项规划在学校整体规划

体系中的价值、作用、地位，准确把握专项规划内部的逻

辑关系，做好开门问策工作，把握好工作节奏。要努力破

局，高水准深化综合改革。坚持主体性原则、系统性原

则、合法性原则，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体性地位，系统进

行改革，学校改革要符合上位法。具体工作中，要重点做

好机构调整、以中层换届为抓手做好干部的调整、岗位

设置等工作。

三要坚持唯实惟先、善作善成，着力打造现代化干

部队伍。新发展阶段，要把提高政治能力摆在首位，打造

一支与高水平推进学校内涵式发展相匹配的浙外干部

队伍。要坚持系统观念；全面创新思维；提升专业素养；

提升执行能力；增强斗争本领。

洪岗对 2020年学校重点工作进行了简要地回顾总

结。他肯定并感谢全体师生在维护校园疫情防控和安全

稳定、推进现阶段工作等方面做出的努力。

洪岗强调了今年学校工作的总体目标，并着重对

2021年度工作作了全面部署。他指出，做好今年工作，

具体要抓四方面工作：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学校改

革发展；坚持立德树人，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坚持提

高质量，全面提升发展水平；坚持协同优化，全面提升综

合保障能力。他强调，今年的重点任务有 10项，分别是：

落实巡视整改工作，提升学校发展科学化水平；系统推

进校内综合改革，持续深化“实院强系”；制定出台“十四

五”发展规划纲要、专项规划，完善学校规划体系；完成

中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换届，选强配齐中层干部队

伍；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庆祝建党 100周年；健全各

类监督贯通融合机制，形成监督合力；完成三期建设工

程 -学生宿舍项目建设，启动三期其他项目；提高学科

组织化程度，提升学术可持续产出能力；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做好新一轮岗位聘任工作；对标国家一流专业建

设标准，强化学校专业建设。

会上，宣勇和洪岗勉励大家，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将和大家一起，继续辛勤耕耘、勇往直前，奋力书写学校

内涵式发展的新篇章！

近期退下来的校领导，全体中层干部，正高级专业

技术人员，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教代会执委、工会委员

会委员，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校科研机构负责人，

部分党代表，系主任、党支部书记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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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外党委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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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展现优秀共产党员的风采，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凝聚砥砺奋进力量，学校推出2020年度“十佳大学生
党员”风采展示和事迹介绍（按发文顺序）。

吴晓静 英文学院党总支
吴晓静，女，汉族，1999年 6月出生，浙江温州人。现为英语语言

文化学院 2017级英语专业 5班在校生。学习成绩优异，曾获浙江省

政府奖学金、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校三好学生等荣誉。英语专四成

绩为优秀，考取 BEC高级商务英语证书。

该同学服务意识强。疫情期间，自发向浙江省红十字会捐款，参与

社区防疫志愿服务从事来访者外出者登记、体温测量等工作。积极实

践。参与亚运会宣传片拍摄、赴吴牙社区为社区老人提供日常英语教

学、围绕英语专业未来就业方向开展实地调研、前往浙江横店进出口

有限公司暑期实习等。

颜彤 英文学院党总支
颜彤，女，汉族，1999年 2月出生，浙江台州人。现为英语语言文

化学院 2017级商务英语专业 2班在校生，曾任浙外学工新媒体工作

室学生干部。学习成绩优异，曾获浙江省政府奖学金，校优秀学生一、

二等奖学金，校优秀毕业生、三好学生等荣誉。

该同学工作认真负责。在新媒体工作室工作中，自学摄影剪辑、

文案排版等技能，组织策划系列推送数十次，公众号粉丝数量增幅较

大；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外媒接待志愿者工作中，用专业与热情展示中

国青年风采，用自信与真诚讲述中国故事。积极实践。连续三年参与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校、院级优秀实践团队中担任领队，为山区空

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送温暖，获评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陈泽文 东语学院党总支
陈泽文，男，汉族，1998年 12月出生，浙江丽水人。现为东方语言

文化学院 2017级阿拉伯语专业 1班在校生。学习成绩优异，曾获国

家励志奖学金、浙江省政府奖学金，校优秀学生二、三等奖学金、优秀

毕业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

该同学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曾参与丽水市乡村振兴大学生研学之

旅活动，赴家乡黄村乡乡政府见习，负责下辖村的网格管理、防汛抗

洪、住宅审批等工作，获评“先进个人”；参队调查台州天台后岸村发展

模式转变，深入农村探寻发展路径，为乡村后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项

目获《毛泽东概论》课程实践教学活动一等奖。热心志愿服务。先后担

任世界油商大会、中国服装杭州峰会、中美旅游高层对话、义乌国际博

览会志愿者；在疫情防控期间，协助杭州上城区外事办、宁波外事办等

完成抗疫相关文件的翻译；协助学院发放抗疫物资、测量体温等。

王倩倩 西语学院党总支
王倩倩，女，汉族，2000年 05月出生，浙江温州人。现为西方语

言文化学院 2018级葡萄牙语专业 1班班长。学习成绩优异，曾获浙

江省政府奖学金，校优秀学生一、二等奖学金，校三好学生、校优秀团

员等荣誉。

该同学热衷于志愿服务。曾参加开学迎新、“三位一体”面试、世

界互联网大会、世界环境日等校内外志愿服务活动；在疫情防控期

间，第一时间协助社区防疫，负责测量体温、宣传防疫知识等；发挥专

业特长，主动报名成为线上小语种翻译志愿者，为国际医疗物资、防

护用品等提供翻译服务，所在翻译团队获得好评。

金肖谷 中文学院党总支
金肖谷，女，汉族，1999年 07月出生，浙江温州人。现为中国语言

文化学院 2017级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 1班在校生。学习成绩优

异，曾获浙江省政府奖学金，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

学生干部、优秀团员干部等荣誉。专业素养高，参与学科竞赛，获得浙

江省第七届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个人组二等奖、“田家炳杯”第六

届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技能竞赛三等奖。

该同学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在第 19届亚运会倒计时 2周年活动

上，作为《爱洒亚运·情满西子》诗朗诵节目领诵，参与亚运会志愿者口

号发布启动仪式，受到浙江卫视关注，展现了浙外学子昂扬向上的精

神风貌。在疫情防控期间，参与测温志愿服务，用行动展示共产党人的

初心使命，用奉献体现党员的责任担当。

詹赵璟 中文学院党总支
詹赵璟，男，汉族，1999年 02月出生，杭州淳安人。现为中国语

言文化学院 2017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校生，曾任学院学生会副主

席、社团管理委员会主任，副班长。学习成绩优异，曾获浙江省政府奖

学金，校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等

荣誉。

该同学乐于奉献，关心集体，关爱同学。担任下班党员，主动找同

学谈心，关心班级的学习生活情况，该班入党申请率明显提高；耐心

为新生答疑解惑，帮助新生适应校园生活；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在各类活动中主动承担重活累活、陪同生病同学就医等，获得老

师和同学一致好评。

邢冬怡 经旅学院党总支
邢冬怡，女，汉族，1998年 12月出生，浙江湖州人。现为国际经济

与旅游管理学院 2017级旅游管理（全英教学）专业 1班团支书。学习

成绩优异，曾获国家奖学金、浙江省第九届会展策划创意大赛二等奖、

浙江省第十六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校优秀

团干部、校三好学生等荣誉。

该同学以学提能，以赛促学。积极带动身边同学参与学科竞赛，在

比赛中巩固所学、获取新知，在多项省部级学科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对人以和，对事以真。踏实靠谱,尽职尽责，将热爱与热情始终贯穿在

学生干部工作、志愿活动、社会实践中。乐于分享，耐心沉淀。通过青年

领导力研习营、团学组织干事培训、新生学科导论等形式与他人共享

赋能。

邵博文 教育学院党总支
邵博文，男，汉族，1998年 10月出生，浙江绍兴人。现任教育学

院 2017级小语 2班在校生，任班级团支书，曾获校优秀学生干部、优

秀团干部等荣誉。曾任学院摄影部长、新闻中心主任等。

该同学工作负责、乐于奉献。带领团队积极运营和推广学院微信

公众号，及时准确报道学院动态，传播正能量，撰写的多篇新闻报道

被中国教育在线、中青网等媒体刊载；认真完成学院和老师交办的任

务，乐于为班级和同学们服务，凝聚班级力量；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参

与留下小学红领巾学院项目活动，被评为优秀志愿辅导员。积极参加

社会实践。两次赴陕西延川开展红色寻访与拓展性课程送教活动，参

加“寻访梁家河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获评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实践

项目获评省社会实践风采大赛百强团队。

朱喆 跨境电商学院、科技学
院党总支
朱喆，女，汉族，1998年 12月出生，浙江杭州人。现为跨境电子商

务学院、科学技术学院 2017级电子商务（跨境方向）专业 1班在校

生，任副班长和学习委员，曾任学院电商协会会长。学习成绩优异，曾

获国家奖学金，校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团员等荣誉。

参加省级 A类学科竞赛并取得优异成绩，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被录

用。通过英语专业四级。

该同学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全面发展。获得钢琴十级证书；组织

开展竞赛辅导讲座、电子商务竞赛经验分享、线上答疑会等，协助学院

开展电商竞赛；参与疫情后返校学生接站志愿服务等，尽职尽责为同

学服务，用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

樊雨晴 艺术学院党总支
樊雨晴，女，汉族，1999年 10月出生，浙江常山人。现为艺术学

院 17级美术学（师范）专业 2班在校生，任班长。学习成绩优异，曾获

浙江省政府奖学金，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

部等荣誉。

该同学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参加防疫抗疫工作。积极配合学

校疫情防控，带头完成健康打卡，敦促班级同学及时打卡；关注疫情，

组织并参与学院学生党支部的“以艺战疫”主题绘画活动，用作品表

达中国防疫抗疫必胜的信心和决心。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担任青少年

活动中心老师，不断积累教学经验，为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做好充分准

备。

———浙江外国语学院2020年“十佳大学生党员”风采展示

在党的引领下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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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浙外师生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通过“读、写、拍、画、创”等形式，将对党的情感融

入艺术创作，大力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凝聚砥砺奋进力量，献礼建党 100周年。本期刊出师生剪纸、摄影、文学创作

等优秀作品。

A Letter to a Centenarian

剪纸作品院叶引路之灯曳 作者院钱海琴

剪纸作品院叶红船精神放光芒曳 作者院王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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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year marks the hundredth an-

niversary of your revolutionary birth. I
cannot wait to send my sincere con-
gratulations to you.

Time is fleeting, and you are gain-
ing more momentum. I vividly recall
the epic journey you have been prod-
ding on amid the dynamic current of
the times. With your guidanc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s blessed with

promising prospects and augmenting
possibilities. I cannot be more grateful
for your unremitting efforts through-
out a century.

During my freshman year, I came
across the story of Gu Dapeng, an as-
sociate professor from the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of ZISU, was singled
out as one of“The Ten Outstanding
Youth”for her selfless contributions to
sinology education in Aksu. As the
core are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Xinjiang has

been greatly aided in terms of educa-
tion. Gu was so responsive to your call
that she applied twice for the one-year
voluntary teaching project in Xinjiang.
When students in Xinjiang fell in love
with sinology, she has fulfilled her
purpose of promoting traditional Chi-

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ethnic
minority community. It is your wise
and strong leadership that guides Pro-
fessor Gu to fulfill the glorious politi-
cal missions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alent fostering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 came to real-
ize that being part of you indicates

enormous responsibilities and glory on
the way to the realization of our Chi-
nese Dream.

Moreover, I am so proud that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

ture transcends the national boarder.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f Equatorial
Guinea National University is the first
Confucius Institute undertook by ZISU.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16, a reg-
ular team of voluntary teachers has

been sent there to do voluntary service.
With their persistent efforts, ZISU has
not only improved culture diversity of
African schools, but also spread Chi-
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the
world. As students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we are cultivated to be life-

long language learners with global
view and practical mind. Thus, I be-
lieve college education is a constant
reminder signifying that language
learning is deeply rooted in culture
diffusion, and we are the very messen-

ge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anks to your insightful guidance,
we are endowed with cultural confi-
dence and feel obliged to devote our
youth in the grand cours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part from the advocate of educa-

tion service at home and abroad, you
are a wise and capable coordinator and
leader in the time of pestilence as well.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the whole
world came to a halt at the breakout of

the raging Covid-19. On the brink of
the impending doom, it was your
timely counter-measures that saved

millions of lives and costs in the fierce
fight against the lethal virus. Cherish-
ing life and ensuring people’s liveli-
hoods, you are such an inspirational
figure who knows best how to unite

as one. Responding to the call of so-
cial service, students from ZISU vol-
unteered their service in the adjacent
communities, and all the teachers
from the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tarted voluntary donations. With the

emotional undertow of your outstand-
ing leadership, numerous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dedicated their lives to
the war against the Grim Reaper.“If
not me, who? If not now, when?”
They discarded their personal safety to
an honorable course, fulfilling their

duties faithfully in all walks of life
only in hope of the general well-be-
ing. Therefore, I cannot deny the fact
that all the altruistic conducts of them
embody the sense of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the new

era.
With the incessant renewal of his-

tory, you are growing stronger with
the unparalleled superiority famed far
and wide. We college students cannot
wait to jo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re-
juvenation as a collective responsibili-

ty. Words fail me when we witness
your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going
down in history. In the following cen-
turies, may our motherland prosper
and flourish under your leadership!

Love,
A child of yours

（作者 廖佳欣 指导老师 黄艳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