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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文/党委宣传部 图/大学生记者团 李茜）为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

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刻阐明党史学习工作的重要意义，

3 月 10 日下午，我校在行政办公楼第四会议室召开了中共重

庆工程学院委员会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出席大会的校领

导有校长桂国庆、党委书记兼督导专员谭明术、副校长蒋国

华、纪委书记兼工会主席唐小勇、校长助理谭其贵、校长助

理周龙福、校长助理王建东，学校副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党

支部书记、专职组织员、教师和学生党员代表近百人参加。 

 

 



党史学习教育简报（2021 年第 1 期） 

 2 

 

大会开始后，校长桂国庆向与会人员传达了习近平总书

记于 2 月 5日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传达了习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做到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的重要嘱托。桂国庆还传达了 3 月 2 日

召开的重庆市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会议内容，转达了市委

书记陈敏尔提出要让广大党员干部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

化为“十四五”开局动力的工作要求。 

 

接下来，党委书记兼督导专员谭明术同志作了重庆工程

学院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动员讲话，谭明术指出，一是要提高

站位，坚定信念，深刻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是帮助共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



党史学习教育简报（2021 年第 1 期） 

 3 

人民服务”宗旨、提高应对风险挑战能力的重要举措，广大

干部要通过学习党史来提高政治判断力、领悟力与执行力，

做到不断自省与自我革新。 

 

二是要明确方向，突出重点，切实加强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针对性。党史学习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实现“明理”、

“增信”、“崇德”、“力行”的自我提升，达到“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的学习效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征程起好步。 

三是要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努力提高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有效性。学校要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要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学

习，全力抓好教育宣传，扎实做好当前工作，以亮眼的工作

成绩来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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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讲话结束后，桂国庆提出了四点要求，第一，要提

高政治判断力，切实增强抓好党史学习教育的责任感使命

感。第二，要提高政治领悟力，准确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根

本点着力点。第三，要提高政治执行力，充分保证党史学习

教育针对性实效性。第四，要紧扣学校中心工作，结合 2021

年目标任务，各项工作围绕本科合格评估迎评中心工作开

展。桂国庆强调，学校接下来将出台党史学习教育详细方案，

系统谋划学习安排，希望全体党员干部将党史学习教育热情

转换为干事创业的动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成为学校“十

四五”开局之年的重要成果，以优异成绩来迎接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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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学生支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文/图 管理学院 曾艳灵）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学校

党委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3 月 10 日下午，管理学院学生支部在南泉校区召开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刘达斌、专职组织

员荣菁菁、学生第二党支部书记曾艳灵及管理学院全体在校

学生党员和预备党员共 93 人参加了动员大会。 

 

会上，学院党总支书记刘达斌同志带领大家认真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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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学校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谭明术书记、桂国庆校长

的要求，引导党员同志们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将学习党史与爱学校、爱学院、爱专业、

爱学习结合起来，学有所悟、学有所得。并号召全体党员起

好模范带头作用，自觉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升理论修养和

综合素质，增强政治判断力、领悟力和执行力，作祖国和人

民需要的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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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结束后，学生第二支部书记曾艳

灵同志就本学期的“大学生微党课”活动作了部署安排，她

希望全体学生党员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牢记初心使命，

发扬拼搏精神，通过微党课平台，传播正能量。管理学院全

体学生党员也表示，新学期将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奋斗力

量，坚定理想信念，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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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院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文/图 软件学院 黄梅）3 月 24 日下午，软件学院组

织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暨“学党史、强党性”主题党

课，会议由学院组织员黄梅主持，全体师生党员参加了此次

会议。会上，软件学院党总支书记刘子菱同志首先做了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和相关安排，刘书记认真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背景和重要意义，并部署了校院两级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总体要求、学习内容和细化安排。 

 

软件学院院长王越同志以“学党史，强党性”为题，从

“知”的层面围绕“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三个方面，

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行解读，并结合实际强化师生党员的爱国意识，增强爱国

情怀。王院长还从主动担当、模范带头、积极作为三个方面

对师生党员提出“行”的要求，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六要”

青年、“四有”好老师和“五带头”党员标准严于律己，要

有担责的意识、抗责的能力、负责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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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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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院党总支将扎扎实实开展

好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党员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更加奋发有为的推动学校改革发展，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百年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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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学院教师党支部召开“知史爱党，初心如磐”

民主生活会 

 

（文/图 土木工程学院 令永强）2021年 3月17日中午，

土木学院教师党支部在土木办公楼 212 会议室召开“知史爱

党，初心如磐”民主生活会，会议由教师党支部书记张丹丹

主持，学院全体党员教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土木学院教师党支部

集中观看学习党史纪录片，学习党的光辉历史章程。会上张

丹丹书记强调要不断学习，不忘初心，牢记教师使命，用心

感悟党的伟大，不断增进对党的感情，增强听党话跟党走的

政治自觉和政治定力。要从党的非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主义

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从历史和现实中准确理

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核心

要义。教师支部党员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砥砺前行，发挥

好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作用。 

会上，唐和平书记要求全体党员教师：一要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突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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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强化党员意识，把全心全意为教育服务作为终生追求

和义不容辞的责任。二要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准确把握

党史学习教育的目标要求，自觉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理论素

养，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三要

强化组织领导。推进学院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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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学院党总支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文/图 电子信息学院 黄炼旗）3 月 24 日，电子信息

学院党总支在 6 教 120 教室举行“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学校党委委员、校长助理周龙福出席本次动员大会，学院全

体党员教师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学院党总支书记谭思宇

同志主持。 

会上，谭书记对学校党委下发的《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实

施方案》和《“三讲三进三比”实践教育活动方案》进行了

全面解读并作出安排部署，要求各党支部要结合实际工作扎

实抓好专题学习、精心组织专题培训、务实开展“三进三讲

三比”实践教育活动，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最后，校长助理周龙福强调，全体党员老师要提高政治

站位，深刻认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从党史学习中吸

取智慧，能够学有所获、学有所悟、学有所成，把学习教育

的成效转化为围绕学校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工作、学院中心工

作积极行动、主动作为的实际工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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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学院学生党支部开展“学雷锋，促新风，见

行动”的主题党日活动 
 

（文/图 电子信息学院 黄炼旗）3 月 25 日中午，电子

信息学院学生党支部开展了“学雷锋，促新风，见行动”的

主题党日活动。 

学院通过组织引领广大党员同志观看雷锋同志的相关

视频，并号召广大党员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做到“雷锋精

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 

刘宏伟同志感慨地说到：“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

的？其实，雷锋同志已经给出了答案，一个革命者就应该把

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

最幸福的”。本次活动加深了同志们对雷锋精神的认识，传

承，让学习雷锋精神在祖国大地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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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组织开展“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主题教育

实践教育活动 

 

（文/图 校团委 黄涛）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四史”的重要论述，总结中国共产党 100 年来的历史经验，

做好对广大学生党员、共青团员进行“四史”教育，强化学

生党员、共青团员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3 月 27 日

至 28 日，学校党委组织部、团学党支部、校团委组织学生

党员、共青团员代表赴遵义开展“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

主题教育实践教育活动。 

 

活动过程中，全体参与人员共同走进遵义会议会址、四

渡赤水纪念馆、青杠坡战斗遗址、娄山关战斗遗址等地，缅

怀革命先烈，坚定理想信念。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通过一张

张珍贵历史照片，有序、文明地参观，共同见证中国共产党

走过的伟大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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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参观活动是学校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的一部分，

遵义的红色资源是“四史”学习的生动教材，展现了长征路

上红军战士坚定的理想信念、不屈不挠的品质。通过此次参

观学习，参与人员纷纷表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眼前的时代是为了实现中

国梦而拼搏奋斗的时代，为了这个共同的梦想，青年要从历

史中汲取先辈们的智慧和力量，立足本职岗位，不忘初心，

围绕“十四五”开好局履职尽责，在新征程上创造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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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艺术学院学生党支部开展 3 月主题党日活动 
 

（文/图 数字艺术学院 韩斌）为加强学生党员的理想信

念、深化爱国主义情感、提高党性的修养，充分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激发党员同志的思想觉悟，同时加强各学生支

部党员之间的沟通交流，3 月 31日中午，数字艺术学院学生

党支部 29 名师生党员前往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展以“参

观三峡博物馆 了解壮丽山城”为主题的党日活动。 

活动从硅化木开始，解说员为同志们讲述了硅化木的前

世与今生。在壮丽三峡厅，同志们参观了三峡民居、木刻《石

柱县向氏族谱叙考》、大梁岩画、三峡工程等文物，同时也

认识和了解了长江三峡形成的历程及其风土文化，更深层次

的领会了重多英雄人物。 

在远古巴渝厅，解说员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

铜器时代为同志们解说了烟墩堡遗址、玉溪遗址、玉溪坪文

化等巫山传统文化，使同志们领略了古人的智慧，了然了巴

渝文化进程。同志们在重庆大轰炸 4D 展厅观看大轰炸视频

及其模拟场景，残酷的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死亡和悲痛，也留

下了思考和纪念。 

本次主题党日活动让同志们深刻的感悟到重庆发展的

曲折与不易，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学生党员的历史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使党员同学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洗礼和升

华。 



党史学习教育简报（2021 年第 1 期） 

 19 

 
 

 
 

 
 

 

 



党史学习教育简报（2021 年第 1 期） 

 20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明党史、感党恩”演讲比赛

顺利开展 

 

（文/图 大数据学院 唐蕾）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进一步激发广大学生爱党爱国热情，在学院的统一布置和安

排下，大数据学院学生助理委员会于 3 月 31 日中午在第七

会议室组织 2018、2019 年级各班级集中开展了以“明党史、

感党恩”为主题的演讲比赛活动。 

 

活动当天，各班参赛选手以单人演讲和组合演讲的形式

参赛。评委们则从主题内容、语言表达、艺术表现和演讲效

果等四方面以主题演讲与即兴演讲相结合的方式集中考察

选手对党百年丰功伟绩的了解程度。主题演讲环节中，选手

们紧扣“明党史、感党恩”的演讲主题热情抒发着对党的热

爱之情。即兴演讲环节中，大家更是结合身边人身边事和时

政热点生动有力地诠释了对相关主题的理解与感悟，同时讴

歌了党在百年征程中取得的光辉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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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激烈角逐，范清容等六人脱颖而出，分获一、二、

三等奖。整个比赛过程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大数据学院学

生坚定信仰、昂扬向上、爱党爱国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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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祭先烈 固初心传精神——重庆工程学院师生

拜谒解放重庆主战场遗址缅怀英烈 
 

（文/图 管理学院 曾艳灵）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3 月份以来，重庆工程学院召开了多次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各党总支（直属支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党员、

师生党史学习活动，在学校上下迅速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的热

潮。 

清明节期，管理学院党总支组织全体预备党员来到建文

峰，拜谒解放重庆主战场遗址，向解放重庆战斗烈士默哀致

敬，缅怀英烈。本次活动由学生二支部书记曾艳灵带队。 

师生一行参观了解放重庆历史陈列馆，回顾了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邓大军）解放重庆的历史，同学们表

示一定要牢记革命先辈为中国革命事业和解放重庆付出的

鲜血和生命，牢记今天这一切来之不易。在今后的大学生活

和入党路上，坚定理想信念，主动自觉学习党史，充分认识

重庆解放史鲜红底色，做知史力行的大学生！ 

追忆历史，缅怀先烈，就是要继承发扬他们忠于党、忠

于人民的崇高品质，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他们不计个人得失、

不怕流血牺牲、勇于吃苦、无私奉献的精神，就是要坚定共

产主义信念，树牢四个意识，树立理想，展望未来，以饱满

的热情、高昂的斗志，投身到努力工作和学习中去，把先烈

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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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桥校区开展“缅怀先烈敬英雄，传承红色基因”志

愿者活动 
 

（文/图 双桥校区 王瑜琳）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让广大青年学子牢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和平，

激励青年人们，努力学习，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特在 4 月

4 日大足区烈士陵园开展“缅怀先烈敬英雄，传承红色基因”

志愿者活动，此活动由共青团重庆工程学院双桥校区团委主

办。 

该活动参与人员有入党积极分子代表、学生会代表、班

委及学生代表，青协代表等。各代表在活动中表现出了深厚

的爱国情怀，极高的集体主义，良好的大学生素质。参与人

员在相关负责人的带领下，有序的向烈士们献花，严肃的进

行集体哀悼。在之后的两个小时的自由参观时间，参与人员

更是将自己的爱国情感的表现的淋漓尽致。在最后的有奖知

识问答互动环节，参与人员斗志斗勇，将自己所学所知充分

的表现了出来，精彩绝伦。活动结束后，大家一起清扫了相

关活动区域，进行集体合影留念。 

缅怀英烈，牢记历史。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争做国家的

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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