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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荣获高校在线开
放课程联盟联席会 2019 年
野基于 MOOC 的混合式教学优
秀案例冶 评选一等奖

本报讯 近日袁 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联席会开展
了2019年 野基于MOOC 的混合式教学优秀案例冶 评
选袁 我校护理学院胡荣教授团队的 叶内科护理学曳 混合
式教学案例经过激烈角逐袁 最终荣获一等奖袁 这是我省
唯一的一等奖袁 将在首届 野全国慕课教育创新大会暨高
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联席会年会冶 上表彰遥

渊教务处尧 护理学院冤

本报讯 近日袁 校党委书记何明华尧 校党委副书记黄爱民围绕课程思政建设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
别召开主题教育专题调研遥 会议由校党委书记何明华主持遥

座谈会上袁 教师代表尧 各二级党委书记尧 相关部处负责人结合工作实际袁 围绕课程思政的内涵尧 当前工作情况尧 下一
阶段工作思路等主题袁 为课程思政建设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建言献策遥

何明华在总结时指出袁 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系统工程袁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袁 要把握住关键环节袁 持续精
准发力遥 一要强化顶层设计袁 形成联动协同效应遥 二要强化师资建设袁 加强课程思政的责任意识和能力遥 三要抓好示范点
建设袁 增强示范带动作用遥 他指出袁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互联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遥 当前袁 舆论生态尧 媒体格
局尧 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对主流媒体的发展提出重大课题袁 也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学校要立足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袁 坚持正确政治导向袁 发挥平台优势袁 重构教育内容袁 创新教学方法袁 从推进融媒体中心建设尧 工作队伍建
设尧 体制机制保证等方面袁 充分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遥

有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参加了调研会遥 渊宣传部冤

校党委书记何明华调研
课程思政和网络思政建设情况

本报讯 根据学校党委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工作安排袁 10月10日-12日袁 校长陈晓春尧 副校长周瑞祥尧 副
校长林旭围绕 野学科学位点建设现状及发展对策措施冶 这一主题袁 主持召开了3场主题教育专题调研遥 各学院尧 研究院尧
附属医院等单位负责人尧 学科带头人和教师代表袁 以及发展规划办尧 研究生处等部门负责人共计80余人参加了调研座谈遥

座谈会上袁 与会人员踊跃发言尧 积极建言献策袁 就学位点建设尧 凝练学科研究方向尧 学科团队建设尧 人才培养尧 科研
平台建设等方面袁 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遥 陈晓春尧 周瑞祥尧 林旭等校领导认真听取了发言袁 对部分问题进行了现场
解答袁 并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遥 最后袁 陈晓春对学校学科学位点建设提出了要求院 一是强化问题导向袁 相关部门要对大家
的意见建议进行逐条汇总和梳理袁 查摆问题症结袁 并认真研究和制定整改措施袁 确保整改见实效遥 二是附属医院要借鉴国
内高水平医院建设经验和做法袁 高度重视教学科研工作袁 加强医教研协同袁 加快推进 野创双高冶 建设遥 三是要充分发挥每
位教职医护员工的主人翁精神袁 坚守福医情怀袁 群策群力袁 共同推动学校学科学位点建设再上新台阶遥

渊发展规划办尧 研究生处冤

校长陈晓春主持召开学科
学位点建设专题调研座谈会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吴洪芹一行莅临我校
调研指导工作

本报讯 10月15日下午，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吴洪芹等一行4人莅临我校调研指

导工作。校党委书记何明华、校长陈晓春、

校党委副书记王诗忠、黄爱民参加了调研

活动。

吴洪芹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校史馆、

生命科学馆及护理学院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听取了学校贯彻落实“一法一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福建

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实施办法》）

的情况汇报。吴洪芹充分肯定学校贯彻落

实“一法一办法”工作，希望我校继续弘

扬尊师重教良好风尚，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努力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教师队伍，为加快推进“双一流”

建设和特色鲜明高水平医科大学建设贡献

更大的力量。

吴洪芹一行还调研了我校卫生健康研

究院（福建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会秘

书处）。学校卫生健康研究院负责人、福建

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李红介绍

了卫生健康研究院和福建省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研究会情况。吴洪芹对卫生健康研究

院（福建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

处）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吴洪

芹指出福建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会的

成立是我省医改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我

省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希望卫生健康研

究院 （福建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会）

进一步总结医改“福建经验”，共同助推我

省医改工作向纵深发展。

渊办公室综稿冤

本报讯 10月10日上午袁 学校在台江校区老干部活动中心召开离退休干部座谈
会袁 校党委书记何明华尧 校长陈晓春出席袁 校党委副书记王诗忠主持会议遥 部分离
退休老领导和老同志代表出席了会议遥

会上袁 何明华代表学校党委对老领导尧 老同志为学校建设发展付出的心血和

汗水表示衷心感谢遥 他表示袁 教育和医疗是高度面向基层尧 面向社会的民生事业袁
学校的办学水平和附属医院服务质量对社会有着重要影响遥 当前袁 学校发展已进
入新的阶段袁 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袁 我们要抢抓机遇袁 大力推进学校 野双一流冶
建设和医疗 野创双高冶 工作袁 推动学校各项事业新发展遥 离退休老领导尧 老同志是
对学校建设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群体袁 是学校事业发展的宝贵财富袁 希望能一如
既往地关心尧 支持学校的工作袁 与全校教职医护员工一道袁 齐心协力尧 团结奋斗袁
共同开创福建医科大学更加美好的未来遥

陈晓春通报了今年以来学校在推进 野双一流冶 建设尧 巩固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尧
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尧 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尧 推动附属医院加快发展尧 优化办学条件尧
强化党建尧 思政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和取得的成绩遥

老领导尧 老同志围绕学校人才队伍建设尧 学科建设尧 科学研究尧 党建和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等方面工作积极建言献策遥 他们认为袁 学校近一年来取得的成绩振奋
人心尧 令人鼓舞曰 学校近期公布并正式启用的办学理念尧 学校精神尧 校风尧 教风尧
学风袁 彰显了我校文化特点和办学特色袁 进一步凝聚了人心袁 增强了师生医护员工
的集体荣誉感尧 责任感尧 使命感和归属感遥 大家表示袁 将不忘初心袁 牢记使命袁 继
续关心尧 关注学校的建设发展袁 在新一届校党委领导班子的带领下袁 为推进学校
野双一流冶 建设袁 创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医科大学做出应有的贡献遥

党办校办尧 组织部尧 离退休工作处参加了座谈会遥
渊离退休工作处冤

学校召开离退休干部座谈会

当清晨的阳光落在我的身上袁 我迷迷糊糊
地睁开了双眼袁 微微一笑袁 我知道我在你温柔
的怀里入睡袁 又从睡梦中醒来袁 你都在这里袁
我的祖国袁 你是我梦中所牵挂的名字遥
当一声哭啼划破天际袁 你带我来到这个世

界袁 这个充满温暖与热情的世界遥 从那一刻起袁
我的身上流淌着的是你的鲜血袁 我内心跳动着
的是你的脉搏袁 用心感受着每一刻的温暖遥 你
是我的眼袁 带我领略神州的辉煌灿烂曰 你是我
的耳袁 带我聆听五十六个名族的歌唱曰 你是我
的手袁 带我感受长江黄河奔腾的力量遥
请记住袁 我曾经为你而动情遥
红袁 井冈山根据地红旗飞舞是你的顽强遥

黄袁 黄河波涛汹涌是你的朝气遥 绿袁 秦淮河边
杨柳岸是你的柔情遥 蓝袁 两岸三地的白云蓝天
是你的豪情遥 白袁 长白山上的皑皑白雪是你的

纯洁遥
请记住袁 我曾经为你而骄傲遥
海南汹涌的浪花拍着你不屈的灵魂袁 青藏

高原上藏族人民歌唱着你的雄伟袁 重庆火锅里
滚烫着你的热情包容袁 上海外滩的车水马龙描
绘着你的腾飞袁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旧迹亦是
你红色的传奇遥

请记住袁 我曾经为你而落泪遥
七十周年大阅兵上袁 你的成长让我落泪袁

岁月不曾在你脸上留下半点憔悴姿容遥 一声又
一声的呐喊震破山河袁 一辆又一辆的装甲车亮
相世界袁 从神舟五号的历史到蛟龙号的潜水袁
从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到辽宁航母的起航袁 申
奥成功袁 女排东山再起噎噎无一不是你遥

青青子衿袁 悠悠我心遥 你是一叫就令我心
动的名字袁 是我无处安放的想念遥

一个少年，名为中国。天生带着野性的无

拘无束，初生于大陆东岸。

他挥起手，涛涛江河岸错落居所，茫茫

土地阡陌田埂。我就出生在这居所，这田埂。

我们一起播种，收割，摘桑，采樵，吟

诵着丰收的一代又一代。他看着我一点一点长

大。

夏禹收九牧之金，燃青铜红火；周公理

七年国政，作尚书周礼；嬴政踏六国山河，建

北疆长城。

那是我———华夏儿女。

是剑初露锋芒，已令日月华光为之失

色。

我们初登山峰，搅动风云乾坤。于是骋骛洛阳其中，四境

夷人朝金缕；通达长安九衢，万国衣冠拜冕旒。浪涌南洋众生，

雪卷北域百草，他卧在世界之巅，我陪他睥睨众生。

不料一八四零那年夏天，来自欧罗巴的炮火将他推落山

巅。山河破碎，尸横遍野，我奋力跑向他，他欲站起，又被重重

推倒。我哭着叫喊他，他想抬头，却被狠狠踏下。

我颤抖着，颤抖着发出最后的呐喊：

千古浩荡中华怎教尔等来辱？

万民愿共赴国难，复我河山！

血不流尽终不还！

我扶着他，额头的伤口吸引着牛蜢，脚底的血泡模糊了鞋

板，却难忘初心，依旧前行。甲午辛丑七七，戊戌辛亥五四。那

一路的血痕，是百年国耻也是重获新生。

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九四九那年的天安门，缓一缓这两百年

的风沙，他清理脸上的血尘黑痂，换上朴实干净的灰蓝工装，在

开国大典的群情激越里，我们缓缓再向那山巅行。

马不停蹄。

山下的人无不惊叹：中国是个奇迹！

无论曾经还是现在。夏禹铸青铜大鼎的红光，烧起的是四

千年不灭的焰火；周公作尚书周礼的文书，奠起的是三千年不倒

的文明；嬴政建北疆长城的砖石，砌起的是两千年不断的脊梁。

我们知道，我们将回到从前的地方。

我们相生相息，无法分离也永不分离。

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等，归来妩媚生。

北上袁 一路北上袁 穿过大漠戈壁袁 我想起那些美丽的火焰袁 无论是罗布泊里的原子闪光还是
酒泉夜里倒悬的烛火袁 都把这片土地给照得璀璨辉煌遥

坐船渡过鸭绿江袁 我想起那冰与火的战歌院 雄赳赳袁 气昂昂袁 渡过鸭绿江噎噎攥一把上甘岭
的土袁 崩碎的弹片在血褐之中依然滚烫遥 衔几枚长津湖的雪花袁 它说它也不想袁 它也烦得慌袁 几
十年了封冻的雪堆下边仍然在哼唱院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噎噎

夜宿北平袁 我想起声声洞穿紫禁的呼号遥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高声宣读 野Bei-

jing袁 China冶 的时候袁 他没有料到袁 当晚万人空巷袁 40万人不约而同地涌上北京街头振臂高呼

野我们成功了浴浴浴冶
我想起98年洪灾里出入浅滩的冲锋舟袁 挡住湍流的人墙曰 我想起大地震中袁 刨开废墟的手袁

拖扛物资的肩膀曰 我想起11年动乱的利比亚袁 想起关卡港口上飘扬的红旗袁 想起那些滞留侨民口
中的 叶义勇军进行曲曳遥

太多人袁 太多人热爱这个国家了遥 因为爱国袁 无有不可浴 无数多个小我组成的大我袁 给了这
个世界太多的奇迹尧 太多的感动浴 或许袁 这便是中华民族存续千年的奥义袁 这便是中国复兴的真
实写照袁 这便是中国人的爱国浴
无关其他袁 只单纯的热爱袁 只因那胸腔里的一簇火袁 只为了两个字院 中国浴

要要要校记者团 陈晓雯

热爱
要要要校记者团 王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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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设置的巨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祝福墙 师生踊跃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坚定理想信念 做对党忠
诚的合格党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六次

集中学习研讨暨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

大）学习会召开

本报讯 10月9日上午袁 学校召开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
使命冶 主题教育第六次集中学习研讨暨校党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 渊扩大冤 学习会遥 校党委书记何明华主持会
议遥 全体在家校领导尧 学校党员中层正职干部近60人

参加了学习会遥
本次集中学习研讨的主题是坚定理想信念袁 做对

党忠诚的合格党员遥 副校长林旭以 叶坚定理想信念袁
做对党忠诚的合格党员曳 为题袁 副校长佘菲菲以 叶坚
定理想信念袁 做合格共产党员袁 奋力推进一流本科教
育建设曳 为题作重点发言遥 校党委副书记黄爱民作交
流发言遥 统战部尧 教务处尧 财务处尧 后勤管理处尧 国
有资产管理处尧 公共卫生学院尧 体育教学研究部相关
负责人进行了汇报发言遥

校党委书记何明华在会议中指出袁 坚定理想信念袁
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袁 学校党员干部要结合 野不忘初
心尧 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袁 把坚定理想信念与加强党
性修养尧 加强理论武装紧密结合尧 全面融通起来袁 通
读必读书目袁 多读尧 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篇章袁 增强思想理论自觉和实践
自觉遥 要把对党忠诚铸入灵魂袁 带头坚定理想信念袁
带头对党绝对忠诚袁 带头传承红色基因袁 自觉做忠诚
于党尧 忠诚于人民尧 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示范者遥 要
立足本职推动工作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全面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尧 全国教育大会尧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精神袁 用坚定的理想信念来提升工作积极性尧 主动
性尧 创造性袁 以服务求质量尧 以改革促发展尧 以创新
求进步袁 推动全校各项事业发展遥

渊宣传部冤

牢记为民宗旨 提高干事
创业精气神 提升服务师生医
护员工水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七次

集中学习研讨暨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

大）学习会召开

本报讯 10月9日下午袁 学校召开 野不忘初心尧 牢
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第七次集中学习研讨暨校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 渊扩大冤 学习会遥 校党委书记何明华主持
会议遥 全体在家校领导尧 学校党员中层正职干部近60

人参加了学习会遥
本次集中学习研讨的主题是牢记为民宗旨袁 提高

干事创业精气神袁 提升服务师生医护员工水平遥 副校
长黄毅敏以 叶牢记为民宗旨袁 竭力干事创业曳 为题作
重点发言遥 校党委副书记王诗忠尧 校纪委书记柯瑞清
作交流发言遥 离退休工作处尧 保卫处尧 设备与实验室
管理处尧 图书馆尧 信息中心尧 护理学院负责人进行了
汇报发言遥

何明华在会议中指出袁 牢记为民宗旨袁 提高干事
创业精气神遥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袁 强化人民立场遥 党
员干部保持政治上的高度清醒袁 就要树牢群众观点袁
站稳群众立场袁 只有真正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中的一
员袁 深入群众袁 密切联系群众袁 才能理解群众袁 同群
众建立深厚感情袁 与群众心连心尧 共命运遥 二要自觉
对标对表袁 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遥 要持续推进学校领
导干部上讲台尧 校领导接待日尧 午餐会袁 学校职能部
门尧 各学院 渊部冤 负责同志常态化联系学生工作袁 推
动党群干群深度融合遥 三要着力破解难题袁 在解决
实际问题上下功夫遥 学校党员干部要以主题教育为
契机袁 搞好调查研究袁 让各级党员领导干部 野动冶
起来尧 野走冶 下去袁 到困难矛盾集中的地方去尧 到

师生医护员工诉求强烈的地方去袁 查找问题尧 分析
根源尧 破解难题遥

渊宣传部冤

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
本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八次

集中学习研讨暨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

大）学习会召开

本报讯 10月11日上午袁 学校召开 野不忘初心尧 牢
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第八次集中学习研讨暨校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 渊扩大冤 学习会遥 校党委书记何明华主持
会议遥 全体在家校领导尧 学校党员中层正职干部近60

人参加了学习会遥 省委第10巡视指导组马照南组长莅

临会议遥
本次集中学习研讨的主题是发扬斗争精神尧 增强

斗争本领遥 校党委书记何明华以 叶发扬斗争精神增强
斗争本领 为创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医科大学继续努力

奋斗曳 为题袁 从什么是斗争尧 为什么要斗争尧 以斗争
精神推进学校 野双一流冶 建设三个方面作了重点发言袁
重点阐释了 野斗争冶 的深刻内涵尧 进行 野斗争冶 的国
内外形势尧 以斗争精神进一步攻坚克难袁 努力破解推
进学校 野双一流冶 建设过程中的各项难题等问题遥 他
在总结时强调袁 要充分认识斗争的重要性尧 紧迫性袁
提高防范意识曰 要持续强化实践锻炼袁 提高斗争本领曰
要持续推进自我革命袁 坚守原则底线遥

省委第10巡视指导组组长马照南表示袁 福建医科
大学作为福建医学高等院校的龙头袁 为福建省的医疗
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遥 他肯定了学校近几年在
学科建设尧 人才培养尧 医疗服务方面的取得的长足进
步袁 并勉励学校党员干部要发扬斗争精神袁 增强斗争
本领袁 接续奋斗袁 为学校 野双一流冶 建设贡献更大的
力量遥

会上袁 校党委副书记黄爱民尧 校纪委书记柯瑞清
分别解读了 叶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曳 和 叶中国共
产党问责条例曳袁 其他校领导作交流发言遥 渊宣传部冤

扬红船精神 牢记初心使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九次

集中学习研讨暨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

大）学习会召开

本报讯 10月11日下午袁 学校召开 野不忘初心尧 牢
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第八次集中学习研讨暨校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 渊扩大冤 学习会遥 校党委书记何明华主持
会议遥 全体在家校领导尧 学校党员中层正职干部近60

人参加了学习会遥
本次集中学习研讨的主题是弘扬红船精神尧 牢记

初心使命遥 参会成员集体观看了纪录片 叶中国有了共
产党要要要红船起航曳 叶不忘初心尧 继续前进要要要人民

至上曳遥
校党委书记何明华在研讨时强调袁 要把理想信念尧

初心使命作为前进的根本动力袁 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尧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奋斗目标袁 要弘扬奋斗奉
献精神袁 持续推动学校改革发展遥 其他校领导分别谈
了学习体会遥

渊宣传部冤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深入开
展 耶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爷 主
题教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辅导报

告会召开

本报讯 10月12日下午,学校召开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
使命冶 主题教育辅导报告会,在家校领导尧 全校中层以
上干部尧 全体辅导员尧 校本部党政办尧 综合办尧 学工
办主任尧 副主任尧 校本部各学系 渊教研室冤 主任尧 马
克思主义学院全体教师尧 全体党支部书记近600人参加

了报告会遥
本场辅导报告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尧 当

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辉担任主讲人遥 讲座主题是 野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深入开
展 耶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爷 主题教育冶遥 姜院长介绍了
中央在全党上下开展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
育的背景尧 目的和意义遥 从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开展主题教育尧 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尧
核心内容尧 理论体系和科学内涵尧 世界意义等五个方
面袁 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
想理论体系遥 重点阐释了主题教育的灵魂尧 习近平总
书记卓越的理论贡献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时代主题尧 野八个明确冶 和 野十四个坚持冶
的关系尧 野中国新时代冶 与 野世界大变局冶尧 社会主要
矛盾新表述的重大意义袁 以及 野新时代冶 野新矛盾冶
野新目标冶 野党建新要求冶 的丰富内涵等问题遥

校党委书记何明华在总结时指出袁 学校党员干部
要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条主线袁 做到原原本本学袁 以理论滋养初心尧 以理
论引领使命袁 增强 野四个意识冶尧 坚定 野四个自信冶尧
做到 野两个维护冶遥 要突出抓好学校中层以上党员干部
的主题教育袁 聚焦主题主线袁 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紧扣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 重要论述袁 开展学习教
育尧 调查研究尧 检视问题尧 整改落实遥 要做实基层党
支部学习教育和检视整改袁 要创新方式方法袁 针对不
同群体党员的实际袁 采取生动鲜活尧 喜闻乐见的方式袁
用好案例教育尧 微信公众号尧 微视频等袁 增强主题教
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遥

会后袁 校党委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了集中研讨遥 何
明华强调袁 一要持续抓好自学袁 学校党员干部要按照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部署要求袁 将学习抓
在手上尧 落在实处袁 坚持学原文尧 悟原理袁 达到 野理
论学习有收获尧 思想政治受洗礼冶 的具体目标遥 二要
持续抓好调研尧 整改等各项工作袁 要带头深入困难较
多尧 情况复杂的单位开展调研袁 切实掌握第一手材料袁
理清问题症结袁 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尧 硬招袁 解决师
生医护员工特别关注尧 亟待解决的问题袁 让师生医护
员工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变化遥 要狠抓整改落实袁
坚持边学边改尧 立查立改尧 即知即改袁 确保件件抓到
位尧 项项落到地遥

渊宣传部冤

学校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会

本报讯 10月22日上午袁 学校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会袁 在家全体校领导尧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成员参加了学习会遥 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第1７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精神尧 中央关于调
查研究的有关精神和2019年全省高校领导干部办学治

校能力专题研讨班的会议精神遥 学习会由校党委书记
何明华主持遥

何明华在总结发言时强调袁 一要积极用好调查研
究这个 野法宝冶袁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遥 要始终坚持
问题导向原则袁 在深入基层和群众中做好调查研究袁
做到学习和实践两手抓两不误袁 同时还要善于总结调
查实践经验遥 二要结合主题教育袁 进一步加强学校思
想政治工作袁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铸魂育人遥 三要不断完善学校内部治理体系袁 持
续推动学校法治建设遥

渊宣传部冤

野身为医学生袁 我们肩负着守护和发
展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重担遥 健康所系袁
性命相托袁 我们更应该努力学习袁 刻苦
钻研袁 积累丰富的知识袁 为祖国的医疗
卫生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遥 振兴中
华袁 你我有责袁 祝祖国母亲七十岁生日
快乐浴 共勉同学为人类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而奋斗浴冶 在集中观看完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和阅兵仪式后袁 福建医科
大学2018级临床医学院学生王坤宁发表

了以上感言遥
福建医科大学在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

使命冶 主题教育中袁 把加强爱国主义教
育袁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相结合袁 以
野六个注重冶 为抓手袁 开展形式多样尧 贴
近师生医护员工的系列活动袁 大力弘扬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袁 激励广
大师生医护员工怀爱国之情尧 树报国之
志尧 践兴国之行遥

一尧 注重主题教育遥 把开展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与 野不忘
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紧密结合袁
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尧 革命传统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遥 校党委领导班子率领
全校中层干部赴省档案馆参观 野不忘初
心尧 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档案文献展袁
并召开专题学习研讨袁 深刻体悟中国共
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袁 切
实做到知史爱党尧 知史爱国袁 自觉践行
初心和使命遥 先后组织师生赴福建省历
史革命纪念馆尧 林则徐纪念馆等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袁 缅
怀革命先烈袁 传承红色基因遥 组织师生
以各种形式收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大会袁 切身感受70年来我国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尧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袁
共同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遥

二尧 注重榜样引领遥 举办 野我和我
的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暨2019年教师节表彰大会冶袁 对获得第47

届南丁格尔奖章的李红教授尧 野十佳教
师冶 野十佳医生冶 野十佳护士冶 和 野青
年之星冶尧 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进
行表彰袁 举办 野奋斗的我袁 最美的国袁
身边的榜样要要要国科金 渊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简称冤 之我见冶 第二届协和青年
科学论坛袁 通过发挥身边典型人物的示
范引领作用袁 激励广大师生崇尚先进尧
学习先进尧 赶超先进遥 以我校入选全国

最美奋斗者候选人慕容慎行为原型袁 排
演情景朗诵 叶健康所系袁 性命所托曳袁 展
现一名优秀党员和医务工作者的赤诚情

怀尧 大爱无疆的医者风范袁 用先进事迹
激励师生袁 努力成为能担重任的时代奋
斗者遥

三尧 注重思政课堂遥 发挥课堂主渠
道袁 坚持立德树人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遥 在课堂
教学中融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题袁 传
导主流意识形态遥 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
相统一袁 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
合起来袁 依托 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曳 叶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曳 等课程袁 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家

乡历史变迁为主题袁 指导学生开展社会
历史调查袁 组织学生在思政课上分享实
践教学成果遥 由思政课教师担任全校各
类社团指导教师袁 通过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思想青年读书社袁 指导学生
到社区尧 农村尧 中小学等地进行理论宣
讲袁 指导或带队参加大学生暑期 野三下
乡冶 活动遥 广泛开展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相

关党课尧 团课尧 研讨会等宣讲活动袁 截
至2019年10月袁 思政课教师共开展各类宣
讲活动50余场次袁 受教育人数突破4万人

次遥 注重平台创新袁 通过抖音等新媒体
平台教育引导学生袁 常陌塘老师以新中
国成立70周年青年奋斗为主线创作的系

列抖音作品12个袁 总点击量超过240万袁
总点赞量超过10万遥

四尧 注重文化熏陶遥 注重发挥校园
文化的育人功能袁 突出思想内涵和价值
引领遥 承办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大
型诗歌朗诵会暨福建省第十三届 野书香
八闽冶 全民读书月启动仪式遥 举办 野壮
丽70年袁 奋斗新时代冶 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游园活动袁 共有
野七十华诞袁 筑梦中华冶 野犹记峥嵘望今
朝冶 野青春告白祖国冶 等28个项目尧 79个

子项目袁 展现新时代祖国的新气象和青
年学子爱国之心尧 兴国之情遥 国庆游园
活动是福医的一项传统文化活动袁 至今
已连续举办20余载遥 各附属医院都用歌
声礼赞祖国袁 如附属协和医院以 野我爱
祖国袁 同唱经典冶 为主题袁 附属第一医
院 以 野初心永相随 逐梦新

时代冶 为主题袁 附属口腔医
院以 野传唱红色经典袁 弘扬
爱国热情冶 等开展了歌咏比
赛遥 这些师生参与度高尧 体
验感强尧 格调高雅的主题校
园文化活动袁 把庆祝活动融
入师生医护员工的工作尧 学
习尧 生活各个方面袁 形成自
觉参与尧 自我教育尧 自我提
高的浓厚氛围袁 引导党员干
部把爱国热情转化为促进学

校改革发展的实际行动遥

五尧 注重仪式感召遥 依托 野三会一
课冶尧 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尧 学生主题团日
活动等载体袁 组织学习党史尧 新中国史袁
组织引导党员干部在学习中了解党领导

人民进行革命尧 建设尧 改革的光辉历程
和光荣传统遥 组织开展 野青春告白祖国冶
系列活动袁 以新生军训为载体袁 通过举
办 野爱我国防冶 演讲比赛尧 野青春告白祖
国 共筑祖国辉煌冶 升国旗仪式尧 集体拉
歌等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教育袁 在开学季
上好一堂 野思政大课冶遥 同时袁 在校内设
置巨型 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冶 祝福签名墙袁 并举办线上 野国庆献
礼冶 祝福留言收集活动袁 引导广大师生
抒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之情袁 坚定
野永远跟党走冶 的理想信念遥

六尧 注重社会服务遥 积极组织学生
开展社会实践尧 参观考察尧 国情调研袁 教
育引导师生医护员工在实践中受教育尧
长才干尧 做贡献遥 举办多场 野小我融入大
我 青春告白祖国冶 2019年大学生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成果展及优秀成果汇报会袁
广大学生自己备课尧 自己上课袁 通过故
事讲述尧 成果交流尧 文化展演尧 作品展示
等多种方式生动表达 野永远跟党走冶尧 坚
定 野四个自信冶尧 奋进新时代的信念和决
心袁 共贺祖国70华诞遥 把服务社会功能与
主题教育有机结合袁 近期各附属医院分
别举办 野党心连民心袁 健康护百姓冶尧
野守初心尧 担使命袁 服务老区人民健康在
行动冶 及 野喜迎国庆袁 健康中国冶 等系列
义诊活动近10场袁 展示党员干部职工悟初
心尧 践初心的风貌袁 用实际行动献礼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遥

(主题教育学习宣传组院 张 桥
黄敬兵 吴志彬 陈辉强)

学校以“六个注重”为抓手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为第47届南丁格尔奖章的李红教授颁奖

开展 野青春告白祖国冶 系列活动

福建省留学生同学会福建
医科大学分会召开换届大会

10月24日下午袁 福建省留学生同学会福建医科大学
分会在上街校区召开换届大会遥 省留学生同学会陈安秘
书长尧 校党委副书记王诗忠以及校留学生同学会会员代
表等30余人参加大会遥

会上袁 陈安首先宣读省留学生同学会 叶关于同意福
建省留学生同学会福建医科大学分会换届的函曳 并致
辞遥 他充分肯定我校留学生同学会所取得的成绩袁 希望
在新一届理事会的带领下凝心聚力袁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在欧美同学会成立百年大会上提出的四点希望和殷切嘱

托袁 充分发挥人才荟萃尧 学科专业的特色优势袁 为学校

和地方建设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遥
王诗忠讲话时对校留学生同学会多年来开展的工作

和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遥 他希望新一届理事会继续加强
思想引领袁 树牢 野四个意识冶袁 坚定 野四个自信冶袁 做到
野两个维护冶袁 坚持爱国荣校尧 主动作为尧 勇于担当袁 弘
扬留学报国传统袁 发挥智力密集优势袁 广泛牵线搭桥袁
积极为学校 野双一流冶 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遥
会议听取了第六届分会理事会会长林建华教授作的

工作报告袁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分会会长尧 副会长和秘书
长尧 副秘书长遥 校党委副书记尧 新当选的分会会长黄爱
民教授代表新当选理事会成员作表态发言遥

会后袁 新一届理事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袁 讨论了今
后的工作计划遥

渊统战部尧 省留学生同学会医大分会冤

博茨瓦纳卫生与健康部代
表团访问我校

10月9日袁 博茨瓦纳卫生与健康部代表团综合医政
管理司顾问Mareko Ramotsabab一行5人访问我校袁 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王喜瑛英副主任陪同代表团来访我校遥

林旭副校长会见了代表团遥 会谈中袁 林旭副校长介
绍了我校基本情况袁 重点介绍了学校研究生阶段的医学
教育情况遥

期间袁 代表团还与在我校接受培训的第16批援博茨
瓦纳医疗队预备队员见面交流遥

渊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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