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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行2019年运动会
本报讯（记者 邵清清） 4月25
日至26日，我校在西运动场隆重举行
枣庄学院2019年运动会。 校领导李
东、曾宪明、明清河、韩素玲、李丽清
出席运动会开幕式， 学校各单位、各
部门主要负责人在主席台就坐。开幕
式由体育学院院长谢旭东主持，副校
长明清河致开幕词，校长李东宣布运
动会开幕。
明清河代表学校对运动会的顺
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枣庄
学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立德树人
使命任务，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体育
工作，师生体育活动日益丰富，过去
一年在省内外大学生体育竞技比赛
和各类大型文体活动中成绩优异，水
平不断提高，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
局面。明清河希望，全体运动员在本
次运动会中赛出水平， 赛出风格，尽
情体验“
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
神，尽情享受成功的喜悦和运动的快
乐。
伴随着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
国旗护卫队踏着铿锵的节奏徐徐走
进田径场， 开启2019年运动会的篇
章。 彩旗队和管乐团方队紧随其后，
他们意气风发、步伐矫健，用彩色的
旋律和青春的动感为开幕式增光添
彩。19个二级学院入场方队结合自身
学科特点，以独特的创意、新颖的表
演亮相开幕式：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以红星作为展示主题，传达了枣院人
“
一颗红心跟党走，坚定信念向前行”
的不懈追求；音乐与舞蹈学院用变换
的队形和乐队舞蹈演绎爱国爱校之
情，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为新
中国七十华诞献礼，为社会美誉度不
断提高的枣庄学院喝彩； 包括有8名
孟加拉留学生的机电工程学院方队
将充满异国风情的歌舞融入理性创
新的工科作品展，彰显了我校日益增
强的办学实力和不断走向国际化的

办学水平……
由体院学院健美操专业学生各
学院方队带来的团体舞表演将开幕
式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嘹亮的口号唱
响奋斗的激情，自信的笑容彰显青春
的风采，近千名同学踏着整体的节拍
共同起舞，将青春的朝气汇聚成春天
最美的风景。这是《最好的舞台》，这
是《最美的青春》，枣院学子在新时代
的春风中舞动青春，不忘初心，逐梦
前行，奔跑在青春的跑道，奔向祖国

学生安全稳定暨学风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邵清清） 4月
23日上午， 我校在大学生指导与服
务中心召开了学生安全稳定暨学风
建设工作会议， 校党委副书记曾宪
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学生工作处、团
委部门负责人及各学院党总支书记
参加了会议。
曾宪明就贯彻落实山东省教育
厅《关于开展“狠抓落实、强化学生
宿舍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行动的通
知》的文件要求时强调：一要高度重
安全第
视安全稳定工作，牢固树立“

一”的观念，提高思想认识，提高政
治站位， 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敏锐
性，同时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
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二要认真
开展排查与整改， 做好宿舍安全检
查，加大安全宣传力度，畅通突发情
况汇报渠道，确保安全稳定；三要严
格落实值班制度， 密切关注学生安
全稳定，主动研判，消于未行。
对于加强学风建设， 曾宪明明
确要求， 要牢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 紧紧围绕学校学风建设的总

体要求，坚持以教风带学风，以管理
育学风，以榜样树学风，以活动促学
风，以成绩彰学风，以服务固学风，
进一步引导和帮助学生养成良好学
习习惯、提升学习效率、促进学业发
展、实现自我成长。
会上， 学生工作处负责人就学
生安全教育、学风建设、易班建设及
其他学生管理工作做了具体安排。
会议同时传达了2019年山东省高等
学校学生教育与管理研究会年会会
议精神。

我校召开“
第一书记”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 邵清清） 在省
派第四轮
“
第一书记”即将赴任之际，
4月18日下午， 学校召开了“
第一书
记”工作座谈会，已圆满完成驻村帮
包工作的第二、第三轮
“
第一书记”宋
建修、郭传鑫和新选派的第四轮“第
一书记”郭勇、艾衍辉、张春岭、褚衍
彪参加了座谈，党委副书记曾宪明出
席座谈会并讲话。党委组织部部长田
素安主持了座谈会。
会上，针对第四轮
“
第一书记”入
村前有关准备工作和入村后应注意
的事项，大家相互交换了意见，宋建
修、郭传鑫等同志向新任
“
第一书记”
们传授了工作经验。
曾宪明作了总结讲话，他代表校
党委向圆满完成帮包工作的第三轮
“
第一书记” 们表示祝贺。 就第四轮

“
第一书记”工作，曾宪明提出了三点
希望和要求。
一是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做
好扶贫攻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近期
就扶贫攻坚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
指示，中央明确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
村贫困人口
“
两不愁三保障”，省委就
此也进行了具体部署。每位“第一书
记”都要以最高政治站位和最强政治
担当认真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的部署要求，
扎实做好“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帮包
工作。
二是要紧紧依靠各级党组织开
展工作。首先是要依靠山亭区委区政
府，自觉接受区委分管领导同志的领
导指导， 争取扶贫政策上的支持；其
次是要依靠驻地乡镇党委政府，加强

与相关职能部门联系与配合，争取项
目技术上的协助；第三是要依靠学校
党委，及时沟通情况，协调解决一些
实际困难； 第四是要依靠村两委班
子，加强团结，民主公开，争取日常工
作上的支持。
三是四位新任“
第一书记”虽分
在两镇四村工作， 但要形成一个团
队，工作中相互学习借鉴，相互提醒
帮助，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要认真
遵守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廉政纪律，
管好用好每一笔资金款项，做实做好
每一个项目工程，着力加强村两委班
子建设；要以扎实的工作业绩赢得当
地干部群众的信任，以务实的工作作
风展示我校干部的良好形象，以优异
的成绩圆满完成两年的帮包工作，不
辜负组织的重托和广大师生的信任。

（上 接 第 1 版 ） 纪委书记韩素玲在
工作报告中回顾总结了2018年的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 部署了2019年任
务。
报告强调，2019年学校纪检监
察工作重点做好七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坚守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这一职责定位， 督促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 二是加强廉政教育
和廉政文化创建， 筑牢拒腐防变思
想防线；三是加强监督监察，规范权

力运行；四是加强作风建设，推进作
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五是加强纪
律审查，强化执纪问责效果；六是聚
焦政治巡察基本定位， 开展第一批
校内巡察工作，发挥巡察利剑作用；
七是从严从实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
伍建设。
李东就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
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各部门、单位要
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和教职工会议，
认真传达学习本次会议精神。 二是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严格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和领导干部“一岗
双责”，切实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
教学、科研、管理及服务等各项工作
结合起来。
会议印发了《关于深入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案》《枣庄学
院2019年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
《枣庄学院党员干部
“
十严禁”》文件。
全校各部门单位党政主要负责
人、正处级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

辉煌的未来。
本届运动会共有1810名师生报
名参赛，其中教工运动员750人，参加
18个项目的角逐； 学生运动员1060
人，参与25个项目的拼搏。全体裁判
“
公平、公正、公开”
员、工作人员恪守
的原则， 严格遵守竞赛规则和纪律，
为运动会创造了一个公正、 安全、有
序的比赛环境。全体运动员在
“
更高、
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鼓舞下
顽强拼搏， 用汗水书写自强不息、拼

搏向上的历史，充分诠释体育精神的
内涵。
校党委副书记曾宪明在闭幕式
上讲话， 对运动会的顺利召开表示
祝贺。曾宪明表示，运动会的成功举
办， 对于进一步促进青年学生健康
成长，形成珍视健康、热爱体育、崇
尚运动的良好社会风尚， 发挥了积
极作用。曾宪明希望，全体师生能够
坚持体育锻炼， 提高工作、 生活质
量， 在教学中增强对学生体育意识
和健康意识的教育， 用实际行动践
行体育强国的建设。 将运动会上表
现出来的顽强拼搏、团结协作、自信
从容、 永不放弃的精神带到工作和
学习中去， 全面推动学校的改革与
发展， 为建设国内知名的高水平应
用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经过两天激烈比拼，本届运动会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数学与统计学
院、光电工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经
济与管理学院、文学院获得学生甲组
团体总分前六名。 学生乙组男子4×
100米接力决赛中， 体育学院体育教
育专业2017级接力队以45.95破46.29
的原校记录。 学生甲组女子100米决
赛中，食品科学与制药工程学院李宏
洋以13.43破13.60的原校记录。 外国
语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初等教育
学院、旅游与资源管理学院、经济与
管理学院、食品科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获得精神文明奖。

我校举办统一战线专题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邵清清） 4月25
日—28日,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的思想，切实加
强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队伍建
设， 深化统一战线成员的政治共识，
我校联合曲阜师范大学、临沂大学和
济宁学院举办了
“
不忘合作初心,携手
继续前进”山东省鲁南高校（四校）统
战成员专题石家庄培训班。我校民主
党派、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代
表13人以及来自其他三所高校统战
成员和学校统战工作人员共计50余
人参加了学习培训。
本次培训班采取理论教学和现
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邀请河北省社
会主义学院教学部主任王树臣和河
北省委党校付丁丁做了《不忘合作初
心，携手继续前进——
—纪念多党合作
制度确立70周年》《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定探源》的报
告， 到西柏坡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旧
址、西柏坡纪念馆、李家庄中央统战

部旧址、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等地
开展了现场教学。
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和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此次统一战
线专题教育培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
此次培训，学员们加深了对共产党发
展历程和新中国成立及发展过程的
了解，进一步理解了共产党与民主人
士共同经历的“肝胆相照”“
荣辱与
共”的峥嵘岁月和戮力同心携手同行
建设新中国的艰难历程，对于共产党
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制度
有了更清晰更深入的认识，对于增进
政治共识、坚定
“
四个自信”，做到
“
两
个维护”具有重要意义。学员们纷纷
表示，要把西柏坡精神贯穿到实际工
作中去，引导统一战线全体成员坚定
信心、凝聚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要
在校党委的领导下， 积极建言献策，
为学校建设国内知名的高水平应用
型大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校参加第9届亚洲——
—大洋洲世界语大会
本报讯 （记者 邵清清） 第9
届亚洲——
—大洋洲世界语大会于4
月25日至28日在越南岘港召开，来
自亚洲和大洋洲22个国家的280余
名世界语者参加了大会。 我校12名
师生应邀出席大会， 参加了由中国
世界语代表团举办的“中国日”主题
活动。
会上， 我校韩籍外国专家朴基
完博士做了题为 《一名韩国世界语
者在中国的生活》的报告，波兰籍外

国专家检马奇博士做了题为 《西方
人眼中的东方哲学——
—以越南儒学
家黎贵惇为例》的学术报告。我校编
排的世界语5人独幕剧 《止楚攻宋》
代表中国文化节目入选大会国际晚
会，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得到各国
世界语者的一致好评。
此外， 我校师生还向越南世界
语协会、 韩国世界语协会和日本世
界语协会赠送了我校编译的《墨子》
《聊斋志异》等图书。

枣庄学院龙舟队喜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 邵清清） 2019
年4月19日至21日，枣庄学院龙舟队
参加了中华龙舟大赛 （长沙. 芙蓉
站）的比赛。比赛中，我校龙舟队全
体队员团结一心，顽强拼搏，先后经
过晋级赛、预赛、决赛，获得青少年
男子组100米第三名、200米第四名
和500米第六名的好成绩。
本次比赛是国家体育总局社会

体育指导中心、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
道、中国龙舟协会主办，共有来自聊
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热带海洋学院、 丽水学院等11支队
伍参加了青少年男子组比赛。 通过
比赛， 我校龙舟队向广大观众展示
了枣庄学院大学生勇于拼搏、 争创
一流的精神风貌， 提高了我校的办
学声誉和社会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