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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赵德武：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展现了

伟大领袖引领伟大政党、伟大民族实

现伟大复兴、伟大人民创造伟大历史、

伟大时代续写伟大光荣的宏大场景。

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

指引，深入落实“九个必须”的根本要

求和“六个始终牢记”的重要要求，以

凌云壮志、万丈豪情启航新征程、谱写

新篇章。在百年党史中更好感悟思想

伟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立

德树人中更好践行初心使命，认真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矢志不渝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在服务国家中更好展

现担当作为，立足“两个大局”，心怀

“国之大者”；在管党治党中更好肩负

政治责任，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

领导。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向成：
学校党委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

按照省委书记彭清华提出的抓落实工

作要求，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工作

的强大动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

强和改进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筑牢理想信念根

基；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切实增进人民福祉；以巡视

整改为契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以内涵式发展新成效，推动治

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成都市石室中学校长田间：习近

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奋斗史。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

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

的史诗。百年来，石室人始终与党同

呼吸共命运，为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贡献力量。作为一所千年学府,石室中

学时刻不敢忘记肩负的时代使命，以

实际行动践行身为教育者与共产党

人的责任，深入发掘石室历史文化中

与家国情怀教育相关的素材,将其进

行创造性转化,在广大学子心中厚植

家国情怀,形成了具有鲜明石室特征

的文化育人模式。我将带领全校教

职员工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落实立

德树人，抓实五育并举，不断提高教

育为民服务的能力，为基础教育发展

贡献石室力量。

南充高中校长涂刚：南充高中于

1926年大革命时代孕育而生，自诞生

之始就拥有了纯正的红色基因。培育

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坚持

立德树人，五育并举，深入推动思政课

改革创新；培养品端学粹的四有好教

师，每年举办“莲心讲堂”，近3年50余

人获得国家或省级荣誉；放大优质资

源，11位老师领衔的名师、名校长工作

室送课下乡近百次。南充高中将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

奋斗，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推

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

四川大学辅导员王天泽：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又一次充分肯定了中

国青年在民族复兴各个阶段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指出青年始终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勉励青年牢记

历史使命、担起时代责任。作为一名

高校辅导员、一名青年工作者，我既感

光荣无比，又觉责任重大。我将继续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不断提高理论素养，不断锤炼育

人本领，立足岗位首责主业，旗帜鲜

明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

学生坚定信念提志气，坚持斗争淬骨

气，坚决创新强底气，以实际行动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更加昂扬的斗志

和更加奋进的姿态在推进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国的伟大征程中贡献

自己的力量。

四川农业大学辅导员张廷宇：“未

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习总书

记代表党和人民，对新时代青年寄予

厚望。作为青年一代，有幸与伟大的

时代同向同行，我倍感光荣自豪！作

为高校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者、“黄大

年”式兽医学教师团队的一员，我也倍

感责任在肩！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

将把学习践行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学

习践行习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为学生在服

务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四川、守护健康

中国的实践成长中领好航、把好舵、稳

好帆、划好桨。用党的百年奋斗史和

习总书记的教诲照亮新征程，带领青

年学生用更高远的志气、更傲然的骨

气、更坚毅的底气，宣誓青春誓言——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院长叶本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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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100年光辉

历程和伟大成就，发出了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动员令。作为

一线思政课老师，我将牢记立德树人

初心使命，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认真

学习、研究阐释讲话精神，不断提高自

己的理论修养和思想政治素质，确保

以正确的理想信念和良好的职业道

德，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

政的坚定支持者。严格要求自己，全

方位提升自己，努力做到政治强、情怀

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

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

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

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

相统一，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用真

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

底赢得学生，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

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职责。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师马先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

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

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作为一名

高校思政课教师，我们既是新时代马

克思主义传播阵线上的排头兵，也是

将党的最新理论、政策、方针带给青年

学生、肩负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

工作者。在哺育祖国下一代的过程

中，我们应当传承好伟大建党精神，心

里始终装着国家和民族，在党和人民

的伟大实践中关注时代、关注社会，汲

取养分、丰富思想，成为有信仰、讲信

仰的新时代人民教师，帮助青年学生

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

担负起时代赋予青年的使命，为推动

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青年力量。

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中药制剂

教研室主任章津铭：习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回顾了百年历史、概述了百年成就、

总结了历史经验，指明了前进方向，尤

其是再一次深情寄语我们青年人“要

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我们倍

感振奋，倍受鼓舞。作为一名青年中

医药人，我时刻在思考和践行“不负时

代、不负韶华”的诺言，2016年，我从澳

门大学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获得博士学位，抱着“矢志中医药传承

创新”的决心，回到四川工作。经过努

力，我有幸获得四川省“青年千人”、四

川省杰出青年科技人才等荣誉。近

日，在国家科技部、省委、省政府支持

下，我校省部共建西南特色中药资源

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式挂牌，该实验室

是四川首个中药类国家重点实验室，

开启了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新篇章，我

们将不忘初心，守正创新，勇于担当，

不断增强中医药人的志气、骨气、底

气，为加快推进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

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西南石油大学派驻昭觉县三岔河
镇三河村第一书记李凯：2018年春节

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深入三河村看实

情、问冷暖、听心声，同干部群众共商

精准脱贫之策。两年多来，三河村干

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2020年 10月实现了整村脱

贫退出，在今年 2 月 25 日全国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三河村被授予了

此次表彰大会最高荣誉——“全国脱

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回顾三河村

巨变，重温总书记的关怀，我们将继续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牢记使命不负重

托，团结带领三河村群众为实现幸福

美丽文明和谐新生活奋斗目标而不懈

努力，全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聚

力“思想衔接”，展现“三河担当”；聚力

“产业衔接”，跑出“三河速度”；聚力

“民生衔接”，树立“三河标杆”。

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朴景麟：习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大会上寄语青年：“未来属于青年，

希望寄予青年。”作为一名青年，听到

总书记的寄语，我感到肩上的责任更

重了。2018年，作为西南民族大学第

三届研支团“格桑花志愿者服务队”队

长，我带领三名队员赴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红原县中学开展为期一年的支

教扶贫工作。我和其他同学像一朵朵

“格桑花”绽放在雪域高原，践行着“和

合偕习 自信自强”的民大精神，也诠

释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年

责任与担当。当听到总书记宣布向第

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时候，一种历史

的接力棒即将交到我们手里的豪情油

然而生，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

托，用实际行动答好新时代考卷。

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闫钰菲：作

为当代青年，我们生逢盛世，更要自觉

肩负起时代使命。2018 年 6 月，我如

愿成为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

一员，以一名志愿者老师的身份，回到

新疆进行支教。一年的支教生活，我

忘不了孩子们的眼神，也忘不了站在

讲台上的那份欢愉。我已决定毕业后

回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回到新

疆，继续耕耘教育事业，有一分热，发

一分光，这是党和人民的号召、是青年

人的使命、是赓续百年薪火，是爱国

心、报国情、强国志的情之所至，也是

我的心之所向。

西华大学2018级英语专业本科生
王艳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内涵

丰富，是砥砺奋进的行动指南。身处

“天府之国”，我曾追寻革命前辈在四

川的长征足迹。我明白，在民族复兴

的新长征路上，还有许多“雪山和草

地”等待着我们去翻越；在迈向现代

化强国的滚滚洪流中，更有“汹涌的

大渡河”等待着我们去横渡。我们青

年学生要勇立潮头、追求卓越，作为

一名英语专业的学生，我将发挥专业

知识和技能，坚定文化自信，向世界

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促进

人类文明互鉴，让全世界看到自信、

美丽又可爱的中国。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士官生王
智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号召必须加快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强国必须强

军，军强才能国安，人民军队要建设成

世界一流军队，要培养更多掌握一定

科学技术和过硬综合素质的士官骨

干。作为士官生的我们，乘着学校双

高计划建设的东风，在学院教育教学

改革的助力下，不断提高综合素质，提

高对新装备的学习能力、维护保障能

力，不断向着一专多能发展。新时代

青年人，生逢其时，亦责任重大，我将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人民军

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为己任，不负

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

期望。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高二学生唐
轩林：我们是受党关爱呵护的一代，也

是受党思想引领的一代。我们如今的

幸福生活，是因为有人为我们挡住了

风雨。因此，当问及《觉醒年代》有无

续集时，我的一位同学回答：“我们现

在的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习近平

总书记勉励我们：“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

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

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我们这一代人

的使命，就是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

使命，在传承中赓续红色血脉，在奋斗

中复兴中华民族。心有所信，方能行

远，我和同学们必将更加自信地站上

国际舞台，接续奋斗。

肩负时代使命 赓续百年薪火
——青年师生代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发言摘登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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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省
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决策部署，推
动全省高校科研工作现场会议
目标落实，按照四川省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座谈会要
求，7月4日，青年师生代表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
讲话精神座谈会在成都召开，副
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第
一副组长罗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有关高校、中学主要负责同志，
高校辅导员、教师和青年学生代
表作了交流发言，现将发言摘登
如下。

本报讯（郭樨 卢纯军）近年来，宜宾

市翠屏区以办人民满意教育为初心使

命，大力加强红色教育课程化实施，把爱

党爱国教育贯穿到学校工作的方方面

面，以党建引领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

除了上课，教室还能用来做什么？

还能变身“党史馆”！五卅运动馆、黄埔

军校纪念馆、南昌起义馆……在宜宾市

人民路小学，学校师生经过精心策划与

布置，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100 年中

的重大事件化成彩绘图和知识板，融入

31间教室之中。这31间“教室里的党史

馆”，在潜移默化中引领学生学习百年党

史，引导他们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

党爱国情怀。

“学校每个班创建了一个主题馆，让

孩子们对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年来的重

大事件都有所了解，把爱国主义教育真

正落地。”人民路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陈刚说，人民路小学通过创建教室里的

党史馆，让全校师生全方位、立体化学党

史，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教室

是学生们生活最多的地方，发挥好教室

在学习党史中的育人作用，才能让党史

教育真正渗透到学生心中。”

“除了创建微型党史馆，学校还通过

会议、访谈、演讲、诵读、观影等形式，进

行党史学习，引领老师们立足岗位教书

育人，起好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增强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

任感。”陈刚说。

人民路小学微型“党史馆”只是翠屏

区红色教育活动的一个缩影。翠屏区组

织开展“教室里的党史馆”活动以来，

1000余个班级教室被打造成不同主题的

红色微型“党史馆”，引导少先队员们学

党史、强信念、跟党走，厚植学生爱党爱

国的朴素情怀。

“七月的天空，如果不是那一面高举

的红旗，怎会有今天壮丽锦绣的河山

……”6月25日，翠屏区余林名师工作室

携手四川省钱中华名师鼎兴工作室胡小

兵工作站、四川省陈冠夫名师鼎兴工作

室廖正林工作站，在宜宾市忠孝街小学

开展“学百年党史，育时代新人”师徒共

读经典、书香分享活动。

“学校在党建、学科融合等几个方面

着手，在开展学科教学的同时进行德育

教育。”忠孝街小学副校长廖正林说道。

学校以党史学习教育为抓手、以名师工

作室为载体，采取多校联动，形式多样的

线上主题教育交流活动，勉励所有教师

紧跟时代的步伐，做德艺双馨的“四有”

好教师。

此外，忠孝街小学还通过党支部书

记讲党课、忠孝讲台、学生讲故事等一系

列活动，让师生在各类场馆寻访学习，走

近党员先锋聆听感人故事，走进红色书

籍诵读红色诗歌，在“寻”“享”“悟”的路

径中进行党史学习教育。

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翠屏区

通过打造“校长示范课”，开辟“红色精品

课”，开展“读书分享课”，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进课堂”“入心脑”，厚植“爱党情”，为全

区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注入了原动力。

此外，翠屏区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

渠道作用，挖掘本土红色教育资源，开辟

“红色精品课”，将本土红色文化、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有机融入思政课程，让

党史学习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开展万人

共读党史书籍的“读书分享课”活动，在

全区各校园积极引导学生读红色书籍，

谈（写）阅读体会、讲英雄故事，激发了全

区青少年学生学习党史的热情。

翠屏区：“教室里的党史馆”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陈朝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