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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学院第二次团代会暨学代会举行
本报讯 5月5日上午， 共青团
枣庄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暨枣庄学
院第二次学生代表大会在综合楼报
告厅隆重开幕。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
讲话，校领导李东、曾宪明、明清河、
李目海、韩素玲、李丽清，共青团枣
庄市委书记周慧出席开幕式。 校团
委书记主持开幕式。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临沂大学、枣庄职业
学院等30余所兄弟高校及驻藏留疆
西部志愿者集体发来贺信贺电。
上午9时许，大会在庄严的国歌
声中拉开帷幕。 校工会主席代表群
团组织致辞， 工作人员宣读了兄弟
高校和西部志愿者发来的贺电，团
市委书记周慧讲话中肯定了枣庄学
院近年来共青团工作取得的成绩。
曹胜强首先对大会的召开表示
热烈祝贺，指出自学校第一次团代
会暨学代会召开以来， 在学校党委
和上级团组织的正确领导下， 枣庄
学院团学工作围绕中心、 服务大
局， 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履行职
能， 在引领青年学生参与改革发
展、 服务青年学生成长成才、 维护
青年学生合法权益等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 在校园文化建设、 创新创
业、 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等方面取
得显著成绩， 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曹胜强向广大团员青年和各
级团组织提出三点殷切希望和要
求：一是希望广大团员青年要坚定
理想信念，自觉践行习近平新时代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习近平讲话
本 报 讯 (记者 邵 清 清 )在纪念
五四运动99周年之际， 我校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于5月4日上午在八楼
会议室集中学习5月2日习近平在北
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校领
导曹胜强、李东、曾宪明、明清河、李
目海、韩素玲、李丽清、刘书银集体
出席会议，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主持
学习。
曹胜强全文领学5月2日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内容， 并就下一步学习工作作出
部署和安排。 曹胜强指出， 习近
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
上的讲话与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精神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一
脉相承， 阐明了新时代我国高等

教育的奋斗方向和发展路径。 要
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重要
内容， 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在
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精
神， 迅速掀起学习热潮。
曹胜强强调， 要主动把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
上的讲话内容同服务地方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 建设高水平应用型
大学紧密结合起来， 做好产教融合
这篇文章， 推动学校各项事业高质
量内涵式发展。 要把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
话内容与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结合起来， 与即将开展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专题教育活动结合起

来， 推动马克思主义进校园、 进课
堂、进学生头脑。要把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
话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
政治任务， 结合正在开展的“大学
习、大调研、大改进”工作，以坚持不
懈的奋斗精神开创学校各项工作发
展新局面。
曹胜强要求，学校各单位、各部
门要联系工作实际开展集体学习和
自我学习。 全校教师要更好担当起
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
任。 广大学生要立长志、 立鸿鹄之
志， 自觉将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
家和民族的事业中，以青春之我、奋
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 为祖
国建设添砖加瓦。

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在我校师生中引起热烈反响
本 报 讯 (记者 邵 清 清 ) 在五
四青年节和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
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 中共中央总
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北京大学
考察。 习近平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
并发表重要讲话， 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在枣庄学院广大师生中引起热烈
反响。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表示， 习
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
上的讲话为我们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 履行高校的共同使命指明了正
确方向。 大学是立德树人、 培养
人才的地方， 是青年人学习知识、
增长才干、 放飞梦想的地方。 我
们一定要充分发挥大学对青年成长
成才的重要作用， 牢牢抓住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任
务， 奋力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
用型大学。
校长李东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要
求我们要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 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增强学生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把立德树人的成
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
准，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
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
道德品质、 文化素养，做到明大德、
守公德、 严私德。
学生工作处副处长李相明表
示， 听了习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同

师生座谈时发表的重要讲话， 我
倍感肩上的责任重大， 同时也有
了坚定的信心和清晰的工作方向。
培养学生“明大德、守公德、严私
德”的同时自己也要做到“以德立
身、 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 这就
是指导自己今后工作的指南针和
方向标。
机电工程学院工业设计专业
2015级孙靖同学表示， 习总书记的
讲话充满了对我们青年一代投身国
家富强、 民族复兴伟业的期待。 很
荣幸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有
机会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贡献国家
和民族的发展， 我会更加珍惜在大
学校园的读书时光， 积极参加社会
实践， 在奋斗中谱写青春华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是希望
各级团组织要提升服务能力、创建
工作品牌，积极回应青年学生日益
增长的对美好生活、 学习的需要。

三是希望学校各级党组织和各有
关部门要从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
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充分认
识做好新形势下共青团工作的重大
意义。
曹胜强最后指出， 全校各级团
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要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5月2日在北京大学考察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5月4日纪念马
克思诞辰200周年的重要讲话精神，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
辱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希望大
家牢记总书记嘱托， 深刻理解青年
一代应担负的历史使命， 用坚定的
信念照亮人生路， 用正确的价值观
培育新风尚， 用闪光的汗水成就栋
梁材，用伟大的中国梦激扬青春梦，
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
优秀青年。
我校第二次团员代表大会暨学
生代表大会代表总计203名，会期两
天， 期间将听取上一届委员会工作
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团委委员、书
记、副书记和学生会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副秘书长。

我校组织教师收看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直播
本 报 讯 (通讯员 王 皓 )2018年
5月4日，我校组织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等院部教师集
中收看“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
会”直播。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
重要讲话，深切缅怀马克思，高度评
价了马克思的一生。
习近平指出， 马克思是全世界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
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 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

主义的开创者， 是近代以来最伟大
的思想家。
会后， 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
治与社会发展学院等院部教师纷
纷表示， 要认真学习习近平的重
要讲话， 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推
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 积
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 高扬
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 坚定地做
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者、 传
播者与实践者。

2018年春季南非留学生开学典礼举办
本 报 讯 (记者 邵 清 清 )5月9日
下午，2018年春季南非留学生开学典
礼在我校音乐楼报告厅隆重举行。校
党委书记曹胜强、校长李东、副校长
明清河出席开学典礼，市出入境管理
局副局长司勇、枣庄润恒光能集团人
力行政总监刘永应邀出席。出席开学
典礼的还有学校相关部门和学院的
负责人及光电工程学院的师生，开学
典礼由校长李东主持。
曹胜强首先对留学生的到来表
示欢迎， 并向留学生介绍了学校的
基本情况。曹书记指出，近年来，学
校把握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发展趋
势，不断扩大对外交流，深入推进国
际合作，与韩国、日本、英国、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以
及台湾地区的50余所高校建立了友
好关系，开展了学分互认、学生交换
等项目。 此次通过与南非中国文化
与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的成功合作，
正是多年来学校国际化工作不断努
力的成果。 同学们不远万里来到枣

庄学院求学，学校将竭尽所能，从各
个方面为同学们提供人性化、 优质
化的服务，创造和谐、良好、美丽的
学习和生活环境。
曹胜强希望同学们在枣庄学院
期间能够在学业上积极主动、 在生
活上丰富多彩，能够以师为友、以书
为友、以同学为友、以实践为友，成
为中南文化交流的使者， 使中南友
谊更进一步。
李东在讲话中指出，我校将以世
界语教学与研究为载体，进一步搭建
国际合作与交流平台，提升国际化水
平和社会影响力。希望各位留学生能
够通过不懈努力，成为中南友好交流
的使者，成为我校的骄傲。
刘永代表枣庄润恒光能集团发
言，诺喀什·班德勒和徐海波分别代
表留学生和我校教师发言。
开学典礼上，体育学院、初等教
育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院的节目汇
演和我校中国文化课部分获奖项目
展示，引来大家阵阵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