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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一”前夕，校党委书记张天明陪同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林和平一同看望慰问学校原党委书记陈

紫明。张天明书记随后还看望慰问原校长黄金陵教授，代表校党

委为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和亲切的问候。 

在老同志家里，张天明书记详细询问和了解老同志的家庭生

活和健康状况，与老同志们共同回忆百年光辉党史、回顾学校六

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并向老同志介绍了学校当前的改革发展情况，

听取老党员对学校改革发展的意见建议，对他们为学校建设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张天明书记表示，广大老同志、老干部

长期以来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学校今天取得的成就离不

开他们的辛勤付出，希望老同志们能继续发挥余热，积极为学校

改革发展建言献策，助力学校“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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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志们对组织的关心和关怀表示由衷感谢，并表示，获得

“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是光荣，也是激励，一定不忘初心，力

所能及发挥作用，助力福建教育和学校建设发展。 
 

 

 

6 月 29 日，我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教职工文艺汇

演在旗山校区宏晖文体馆举行。校领导张天明、林生、邹毅、林

键以及机关各部处领导、各学院教职工代表近千人到场观看。本

次文艺汇演通过网络进行直播，线上观看人数近万人次。 

汇演以“听党话、跟党走”为主题，诗朗诵《信念永恒》、

民族舞《再唱山歌给党听》、小组合唱《追寻》以别具匠心的艺

术形式赞颂中国共产党风雨百年路的追梦征程。音诗画情景剧《跨

越时空的家书》、影视配音表演《红色拯救》致敬每一位在波澜

壮阔的革命岁月中壮烈牺牲的革命先烈。当《英雄赞歌》响彻全

场时，在场的观众无不动容。舞蹈《红船向未来》表达了红心向

党，一往无前的坚定信念和顽强精神。男女声对唱《领航新时代》、

情景诗朗诵《青春中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与人民逐梦

奔跑的铿锵步履与磅礴力量。合唱节目《唱支山歌给党听》等唱

出了我校教职工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美好祝愿。 

此次教职工文艺汇演是我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系列举措之

一，是一场生动鲜活的党史学习教育公开课，展现了新时代高校

教育工作者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以及爱党爱国的赤诚与深情。

汇演以红色文艺培根铸魂，以红色故事传承血脉，带动广大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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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自觉深入地学习党史，感悟历史，牢记使命，砥砺前行。文

艺汇演在全场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落下帷幕。 
 

 

 

6月 28日，机关党委举行“讲红色故事 迎百年华诞”主题党

日活动，为机关党委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

一同聆听红色故事和党课、学习党史，庆祝建党百年。 

机关党员代表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活动拉开了序幕。

陈钰生等 39 名老党员荣获“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校党委林

生副书记为 15位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新入党的青年学生和入

党积极分子为老党员献花。 

三明“风展红旗 如画三明”红色故事宣讲团成员——三明市

纪委监委宣传部副部长乐甦同志、三明市公安局四级警长梁泰明

同志、三明市商务局外商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卢凌云同志分别以

《数字里的红色记忆》《绝命壮士曾繁益》《红军“挑夫”》为

题宣讲红色故事。三明党校陈锦琪副教授以《从苦难到辉煌——

学习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为主题，上了一堂生动鲜活的党课。 

最后，机关党委书记带领师生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在场师生

党员纷纷表示，通过聆听红色故事和党课，受益匪浅，要弘扬老

党员、老同志的优良传统，学习他们的崇高品格，让红色基因、

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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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 日，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党史学习教育“筑梦馆”建

成开馆，校党委副书记张星为“筑梦馆”揭幕。 

张星副书记表示，福建是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是红军的

故乡、长征出发地，在党史上留下极为鲜明的印记，有着丰富的

红色资源。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要发挥好学科专业优势，用好红

色资源，将“筑梦馆”打造成学校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的百年历

史、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平台。 

揭牌仪式结束后，张星副书记和学院师生一同参观了展馆，

认真听取了讲解，观看了学院师生为献礼建党百年制作的红色建

筑模型、绘制的书画、录制的红色八闽视频等作品。 

党史学习教育“筑梦馆”由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历时四个月

为献礼建党百年精心设计创作。展馆共三层，分为红色党史建筑

模型展区、八闽大地革命建筑展区、墨书辉煌书画展区、百年风

华主题海报展区、奋进乡村振兴建筑规划展区、“一带一路”建

筑模型展区、福建民居建筑展区等十个展区，均是学院师生们追

寻红色足迹，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创作出的优秀作品。 
 

 

 

6 月 29 日，校党委张星副书记深入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人居

环境研究所党支部，参加“党史学习大家谈”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张星副书记和支部党员共同参观了学院党史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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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馆，详细了解支部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认真听取支

部党员的党史学习心得分享。他充分肯定了党员们发挥专业特色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也分享了自己的党史学习心得。他强

调，党史学习要力戒形式主义，下足真功夫，将办实事、开新局

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点。他指出，教师要牢记初心使命，坚

持立德树人，从百年党史中汲取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丰厚滋养。

他鼓励教师党员要发扬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为学院的各项事业发展攻坚克难、砥砺奋进。 

 

 

 

6 月 29 日，福建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福建人民会堂召

开，我校紫金地质与矿业学院教授蒋开喜荣获“全省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省委书记尹力、省长王宁、省政协主席崔玉英等省领

导为获奖代表颁奖。作为受表彰代表，蒋开喜教授在大会上做了

交流发言。 

2019 年加盟我校紫金地质与矿业学院后，蒋开喜教授在科研

攻关中，坚持将集团矿山一线技术骨干、厦门矿冶研究院科研人

员和我校教师组合到一起，做好基础研究，并将之作为技术创新

的长效机制。他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围绕金铜铅锌

冶炼过程中的核心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展开理论基础与工程化应

用研究；前瞻性地提出了难处理黄金资源开发的全新技术方案，

并带领团队就其中的关键问题展开攻关，将为紫金矿业集团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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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的经济效益。几十年来，蒋开喜先后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 2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各 1 项、省部级科技成

果奖 17项。 
 

 

 

省委组织部、省委老干部局、省委离退休干部工委对全省离

退休干部 143 名“八闽银发先锋”予以通报表扬，我校计财处原

处长唐莺是获评的先进个人之一。 

唐莺同志 2005年从计财处处长岗位上退休，2007年参加福州

大学晚霞艺术团，先后担任团长助理、副团长和团长，同时担任

福建老年大学福州大学分校副校长，并从事校关工委和校退休教

职工协会等多项工作。作为一名老党员，她退而不休，积极发挥

余热。近五年来，与几百名学生预备党员谈话，以老党员的经历

和体会引导学生加强党史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坚定理想信念，

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喜爱。 

6月 23日，省委“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在福建大

剧院举行。省委书记尹力向包括我校离休教师陈椿在内的 12名老

党员颁发“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 

陈椿同志 1949年 4月入党，长期在我校任教。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后，他主动捐出 10万元支持抗击疫情。他表示：“不论党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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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短、职务高低，一朝入党，就要一生为党。作为老党员，我更

要走在前、作表率，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福建青年讲党史故事大赛日前在

闽江学院举行，10 名（支）福建各界青年（队伍）带来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党史学习教育课。福州大学团委选送的《以生命铸理想，

用热血写青春》（演讲者：张诗窈）获得二等奖。 
 

 

 

6 月 27 日，我校刘敏榕工作室——少数民族学生之家“学四

史做奉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队受邀参加由省委统

战部、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在福州画

院举办的“同心筑梦颂辉煌——福建省民族宗教界庆祝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书画展”。实践队队员通过参观书画展，对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同天，实践队到福建省博物馆参观学习。队员们认真听取讲

解员的介绍，对福建的文化精神内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实践队

队员们还为台江区第三小学的小朋友们开展了“大手牵小手”民

族团结思想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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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工作室“闽疆一家亲”实践队参观了由中共福建

省委宣传部、中国福建省委统战部、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指导，福

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泉州市政府、福建省五大宗教社团等单

位联合主办的“福建宗教爱国故事陶瓷艺术展”，学习了解福建

省宗教文化以及宗教界人士爱国爱党英雄事迹，向英雄前辈致以

敬意。 
 

 

 

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经济与管理学院创新“三融合”

学习教育模式，促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新出彩、特色活动形效俱佳，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暖人暖心。 

一是党史学习教育与基层共建相融合。通过深入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积极引导全院师生践行社会责任，引领基层党组织深度

融入社会一线，推进“共建共创”。学院党委先后与长乐东湖数

字小镇党委、福建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临时党委，经贸系、工商

系、公管系等教工党支部先后与省委统战部、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政策法规处、福州隐惠园、闽侯、闽清、永泰等近 10 个地

方、政府、企业开展结对“共建共创”，开展讲党课、志愿服务、

课题研究等活动，将学党史、办实事落到实处，受到地方政府的

一致好评。 

二是党史学习教育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将党史学习教育深度融入课程思政之中，与课程思政协

同推进、同向同行。成立福州大学经管类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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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积极探索打造一批经管特色的党史与课程思政相融合教学成

果。例如，公管系教工党支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开展实践探索，不断夯实学习社区（学习共同体）；

在宏观经济政策课堂内容讲解中，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际，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拟开设中国财政史、中国金融

史、中国经济史、中国贸易史等专业经济史课程，使学生深入理

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等。 

三是党史学习教育与乡村振兴相融合。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

机，以基层党组织共建为抓手，充分发挥专业学科优势和人才优

势，为乡村振兴注入新能量。例如，以经贸系教工党支部为主体，

派出 5位科技特派员（全省首支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的高校

团队），赴闽清县桔林乡调研产业状况、在桔林乡成立“福州大

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助力当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繁荣、

党建发展，并组织教工党员在当地开辟党建宣传媒体，开展重走

红军路、到伴岭村听老支书讲革命故事等；工商系教工党员苏世

彬副教授积极投入革命老区泉州市安溪县岩前村乡村振兴工作

中，在当地牵头组织首届乡村振兴研讨会、举办“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展示馆、设计认种桃树公益活动、孵化学生乡村振兴创

业项目《智慧助农》等，形成的学术成果《党建绿色“创新创业”

产业帮扶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初探——以革命老区岩前村启航》获

我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理论研讨优秀论文三等奖，其

个人获福建省脱贫攻坚专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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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恩师，扎西德勒！”来自西藏的德吉措姆是环境与安

全工程学院 2021 届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一名毕业生，6 月

20 日，她和西藏的同学们身着民族服饰参加了学院的毕业典礼，

并向学院教师敬献哈达，表达感恩之情。 

毕业之后，德吉措姆将作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中的一

名志愿者，回到家乡西藏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在学院毕业典礼的

尾声，当一面 18米长、12米宽的巨型党旗出现在会场中央时，德

吉措姆内心激动，她说：“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让我能来到福

州大学求学，虽然路途遥远，但我在学校过得充实美好。我会谨

记‘明德至诚，博学远志’的校训，作为一朵‘雪域格桑花’，

不辜负学校与老师的期待，为建设家乡做出贡献。” 

在毕业晚会上，学院维吾尔族、藏族、畲族等多个少数民族

的同学们带来了《党的光辉照我心》歌舞表演。新疆籍维吾尔族

毕业生开依沙尔·阿尔肯说：“节目彷佛再现了我在内地求学的

心路历程。如果没有祖国的援疆好政策，没有党组织和学院的关

心关怀，我也成就不了现在的自己。” 

2011 年，开依沙尔·阿尔肯满怀热情从五千公里之外的新疆

来到福州开始了求学之路。在校期间，他参军入伍锻炼，加入了

党组织，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荣誉称号，并考取了研

究生。开依沙尔表示，无论在哪，他将永葆初心，努力前行，为

建设新疆做出贡献。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党委高度重视党史教育工作，通过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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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航、党团结合、精心组织，确保学院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

效。特别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有效将党史学习教育

融入学生毕业季活动中，全视野、立体化、多视域地开展丰富多

彩的民族团结学习教育活动，培养少数民族环境保护、安全管理、

城市规划类人才，让青春之花绽放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外国语学院邀请党史学习教育福州大学宣讲团成员、马克思

主义学院朱广琴博士作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报告。报告会以《伟大

的抉择——改革开放历史征程的回顾与思考》为题，从危局中的

中国、中央的积极调整、地方的冒险突破、艰难抉择、成就和启

示等六个方面深入浅出地回顾了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刻，中

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作出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抉择的过程。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邀请了党史学习教育福州大学宣讲团成员

陈宝国教授担任主讲，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及经验》的主

题，阐述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对党的百年辉煌历程进行

梳理和讲解。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邀请马克思主义学院舒磊博士进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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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党委组织开展“学党史守初心 重温入党

誓词”主题党日活动，学院党委班子、全院师生党员共 800 多人

参加。学院以支部为单位，组织党员参观了学校党史教育馆，深

入学习了解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红

色福建以及学校的建设发展历程，感悟领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重温入党誓词

环节，党员们面对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七一”前夕，

学院慰问了困难学生党员，鼓励学生党员坚定克服暂时困难的信

心和决心，不断增强本领，提升综合素质和能力。 

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党委召开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暨表彰大会，表彰学院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

党支部，举行了预备党员宣誓仪式和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动等。

会后，学院召开党风党纪教育专题会，传达学习福州大学 2021年

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暨校纪委七届二次全会精神，观看教育影

片《忠诚与背叛》。 

石油化工学院在怡山校区举行“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颁发

仪式暨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全体参会党

员重温入党誓词。同天，学院举办五代党支部书记入党故事分享

会，“30”后支部书记王良恩教授、“40 后”支部书记代表林建

老师、“70后”支部书记代表江莉龙研究员、“80后”支部书记



-13- 

代表赖跃坤教授、“90 后”支部书记代表李俊锋同学分别讲述了

他们的入党故事。 

石油化工学院党委与后勤党委联合举办“劳动艰辛，感同身

受”岗位体验活动。30 余名党员到物业一线岗位参加劳动，体验

物业员工一天的工作，在增强自身劳动技能的同时，感受老党员

们建设祖国、建设学校的艰辛，通过实践理解“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加深了党员们对劳模工匠的敬意和对工匠精神的追求。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走访了部分退休党员老教师，为 

杨景秋副教授（党龄 64年）、郭爱华老师（党龄 60年）、赖植滨

教授（党龄 59 年）、陈兴才副教授（党龄 50年）上门颁发了“光

荣在党 50年”纪念章。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党委组织开展“我为师生办实事”实践

活动暨“七一·送温暖”走访慰问，慰问了老党员石俊明、蔡欣欣、

张聪官、邱荣、王兆华等，并慰问了生活困难党员。截止目前，

学院党委班子成员共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 25人次，发放慰问金

15000多元。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在七一前夕开展了走访慰问老党员

活动。老同志们表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要退而不休，一如

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学院事业的发展，积极贡献自己的余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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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还为徐国聪、余贤虎两位老党员颁发了“光荣在党 50年”纪

念章。 

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党委前往漳州龙海看望慰问老党员、老教

授洪树德同志，传递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组织全院教工党员干部赴福建省革

命历史纪念馆现场接受党史学习教育，重温党的发展历程，缅怀

革命先烈事迹。学院党委书记带领全体党员庄严宣誓，重温入党

誓词。此次现场学习也是学院党委班子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

活动之一。 

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党委机关一党支部联合机关工会小组前

往学院鼓浪屿老校区，开展“寻根溯源悟初心”主题党日活动。

党员们进一步了解了美院的建校历史和发展历程，感受学校深厚

的文化底蕴，致敬老一辈“艺校人”艰苦办学、严谨治学的精神。

学院机关二党支部联合工会小组前往厦门市美术馆，参观党史学

习教育廉政文化展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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