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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师生集体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直播
宝职院讯 7 月 1 日上午，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隆重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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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师

生集体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现场直播，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

上午 8 时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正式开始，100 响礼炮响彻

云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天安门广场上

空高高飘扬。师生们观看到这些画面深感

自豪，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抒发对党的热

爱和祝福。

我院教师、民进宝鸡职院支部主委熊

爱珍在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讲到：“百年恰是风

华正茂，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值此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谨向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致以最崇高敬意和最诚挚祝

贺！”时倍感振奋，她说：“作为民进会员，

我们将永远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肝胆

相照，荣辱与共，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双

岗建功，共创中华人民共和国壮丽诗篇。

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昂扬战斗的

精神，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辉煌，走向

繁荣富强！”

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集体致献

词，面对天安门城楼，对党许下青春的誓

言——新的百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同心向党，奔向远方！我院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马媛也为自己鼓劲，她说：“在民

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我们要担起青年之

责，扬起青春之帆，迈出青春之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当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一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

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

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弘的史诗”。

师生们自发鼓起热烈的掌声，向党致以崇

高的敬意。思政课教学部主任苗宏宗说：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定要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听

从党的召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

当，坚定信念听党话，践行宗旨抒党情，拼

搏奉献感党恩，廉洁奉公跟党走。”

学院 1 万余名师生收看了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现场直播。师生们

表示备受鼓舞，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党史学习教育成

效转化为工作动力，为学院高质量发展做

出积极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不懈奋斗。
（宣传统战部 陈致昊）

宝职院讯 6 月 30 日下午，我院文体中心

灯光璀璨，“追忆百年史 奋进新时代”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艺术思政课精彩上演。

学院党委书记苏永兴，院长张永良，党委副书

记杨清漪，党委常委、副院长娄广信、宫先成、

张宏伟与师生们一起聆听课程，共同回顾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共

同祝福伟大的党带领中国人民迈进新征程、奋

进新时代。

本次艺术思政课共分为《星星之火》《求索

之路》《改革之声》《强国之歌》四个篇章，综合

运用多种艺术手段，把舞台变课堂，以大型情景

剧、诗朗诵、音乐、舞蹈、歌曲联唱等表演形式

上党课、讲党史，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

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壮美画卷，

让师生在“沉浸式”学习中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

100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从党史中汲取前进的智

慧和力量。

第一篇章：星星之火

舞台上，一群身着民国时期服饰的青年学

生“走上街头”，高声呐喊：“为了中华民富国

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情景剧《五四

风云》再现了当年五四青年矢志救国的壮怀激

烈。遒劲的《血与火》舞蹈配合跌宕的音乐，生

动展现了在艰险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浴血奋

战、淬火成钢的伟大历程。诗朗诵《呼唤》生动

感人，富有感召力，将在场师生带回那个艰苦

卓绝而又充满希望的革命战争年代。诗歌联颂

《民族之魂》在深情的呐喊声中寻找英雄的印

记，追忆光辉的岁月。

第二篇章：求索之路

情景剧《建设》回顾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年代，讴歌了社会主义初期大庆油

田、红旗渠、南京长江大桥等重大工程项目。诗

朗诵《等待· 追寻》讲述了“两弹一星”元勋邓

稼先与妻子的旷世爱情故事，28 年等待，28

年追寻，他们的英雄大爱，看哭了无数观众，让

我们重温了什么是爱国与奋斗！也让我们心怀

敬意，珍惜美好，不负这个时代！舞蹈《我们走

在大路上》，演绎了宝职学子朝气蓬勃、积极进

取的精神风貌。

第三篇章：改革之声

情景剧《振兴中华》再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辉煌成就，让在场师生重

温恢复高考、小岗村之变、改革开放及深

圳特区成立等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

学院教师深情演绎歌曲大联唱《年

轻的朋友来相会》《金梭和银梭》

《站台》《春天的故事》，磁性有力

的嗓音在舞台的上空，盘旋上

升，道尽对祖国和人民的浓浓深

情，师生们用振奋人心的歌声献

礼祖国，用铿锵有力的舞姿礼赞党

的辉煌。

第四篇章：强国之歌

配乐诗朗诵《在鲜红的党旗下》，诗歌朗诵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重要时间节点重大历史

事件，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初心和使命，展示了新时代民族复兴的壮丽

画卷。舞蹈《水墨中国·茉莉花开》、歌伴舞《灯火

里的中国》表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

民日益美好的幸福生活。歌伴舞《少年》在师生

心中奏响了接续奋斗、再启征程的心灵和鸣。

活动最后，全场起立，共同高唱《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场热烈掌声经久不息。

宝鸡市少先队总辅导员李军，宝鸡文理学

院党政办公室副主任、团委书记郭

理想，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团

委书记杨鹏，秦川机床厂工

会主席、团委书记王芸参加

活动。   （团委 贾丹妮）

宝职院讯 7 月 15 日上午，市委副书记段小

龙来到我院，调研技能人才培养工作。他强调，要

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围绕我市产业发展需要，大

力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学院党委书记苏永兴陪同调研。

段小龙先后来到宝鸡（国际）职业教育实训

中心项目建设现场、体育场、机电信息学院金工

车间及 3D打印实训室、医学院人体生命科学馆、

数字化 3D解剖实训室、中医药学院中药标本馆、

文体中心等地，仔细查看学院基础设施建设情

况，详细了解学院特色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招生

就业等情况。

段小龙对学院近年来发展思路和发生的深刻

变化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宝鸡职院秉承百年办

学传统，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学院步入高质量发

展轨道。他希望，学院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立足自身办学优势，围绕全市工业产业发展，引进

人才、扩大规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要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任务，切实抓好师资队伍、教学质量、产

教融合等工作，想方设法补短板、强弱项、促发展，

努力培养更多的合格技能人才，为全市高质量发

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苏永兴表示，学院将围绕“双高”建设目标，以

实训中心等重点项目为抓手，深化校企合作，打造

品牌专业，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与宝鸡

经济发展的契合度，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输送更

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市委副秘书长景行军，市军民融合办副主任

段寅生，宝鸡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唐立军，学院党委副书记杨清漪，党委常委、副院

长娄广信参加调研。
（宣传统战部 梁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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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职院讯 7 月 13 日上午，我院在大学生活动

中心第二会议室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

会议，认真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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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工作

开展交流研讨。党委书记苏永兴主持会议、带头交

流发言并讲话。党委副书记杨清漪，党委常委、副

院长宫先成、张宏伟分别作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高

屋建瓴、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振奋人心，体现了

深远的战略思维、强烈的历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

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政治宣言，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史为鉴、开创

未来的行动指南。

会议强调，要从“五个庄严宣告”中追寻党的

光辉历程，感悟百年辉煌，增强信心；要从“伟大

建党精神”中汲取智慧力量，淬炼初心使命；要从

“九个必须”中深化思想认识，建功伟大时代；要

从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要求中激发干事热情，

牢记立德树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要在百年党史

中汲取奋进力量，以昂扬精神状态，提质培优、增

值赋能、以质图强，全力促进学院各项工作高质量

发展，扎实开展“我为师生办实事”实践活动，不断

提升广大师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要求，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

期首要政治任务，作为现阶段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中之重，迅速谋划部署，切实抓好学习宣传，将学

习与业务工作相结合，两促进，两不误，扎实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要做到学思践

悟，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好学习研讨活动，掀起学

院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高潮。

副处以上干部，主持工作的部门负责同志参

加会议。      

 （宣传统战部 罗盈）

市委副书记段小龙到学院调研

舞台变课堂 我院这场艺术思政课“亮了”

市委副书记段小龙( 右二）查看学生 3D 打印作品

我院举行庆祝建党100周年
暨“七一”表彰大会

（详见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