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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学百年党史，
笃学百年党史
，笃志百年树人

洛阳师范学院：抓牢
洛阳师范学院：
“三个坚持
三个坚持”
”，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大河报·豫视频 记者 曹杰 李晓波 通讯员 索秋平 龙开松 文图

洛阳师范学院校门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洛阳师范学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决
策部署，坚持学党史与悟思想融会贯通、办实事与开新局同向发力，
不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落实落细、
见行见效、
走深走实。

坚持“三融入”，在
“四史”宣传教育上下功夫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元素，推动“把灾难当教材，与祖
坚持把“四史”宣传教育作为党史
国共成长”主题教育活动，打造的
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以党
思政课《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
史为重点的“四史”宣传教育深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在省
人心。
教育厅主题思政教学课件、教学
融入政治思想引领，
“ 四史” 视频评选中，荣获特等奖。联合
宣传教育有高度。强化“关键少
洛阳市教育局开展大中小幼思政
数”示范带动作用，学校领导班子
课一体化建设联盟共上一节党史
成员“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利用
思政课，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 形成协同效应，形成党史学习教
党委会第一议题、专题读书班等， 育循序渐进、螺旋上升推进模式。
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融入专业实践活动，
“ 四史”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普通党员
宣传教育有力度。推出“音乐厅
身份带头参加支部集体学习、为
里的百年党史”
“诗词里的百年党
联系单位师生上专题党课、参加
史”
“ 创刊号里的百年党史”等活
组织生活会等，发挥领学促学作
动；组织师生排演歌剧《长征》
《党
用。坚持“书记抓、抓书记”，举办
的女儿》、原创话剧《李翔梧·英名
10 期基层党委（党总支）
“书记论
永存》；用舞台剧形式演绎电影
坛”。以建校 105 周年为契机，与 《大会师》经典片段等。
《大会师》
卢氏县联合共建“洛阳师范学院
在“ 红动中原 跨越时空的思政
抗战时期办学旧址纪念馆”，深挖
课”河南省高校学生参演革命电
校史中丰富红色资源，开辟党史
影微视频展播活动中荣获“最佳
学习教育新阵地。强化青年学子
思政点评奖”，在多家主流媒体平
价值引领，引导青年学子在学思
台刊发报道；歌剧《长征》入围“百
践悟中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年党史青年说”作品展播，
《李翔
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
梧·英名永存》在洛宁县大剧院演
融入思政课程教学，
“ 四史” 出受到广泛好评。创作红色电影
宣传教育有厚度。组建以思政课
剪辑作品《挺进大别山》，参加“红
教师为主体力量、全校党务干部
动中原 100 部电影进课堂”——
多方参与的课程研发小组，深入
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思政课现场集
洛八办、中共洛阳组等红色场馆， 中展演活动；创作短视频作品《东
挖掘背后红色故事及蕴含价值， 方红：一拖记忆》荣获“百部原创
打造 40 余门课程，构建“立体式” 微电影、短视频”竞赛单元一等
党史情境教学体系。挖掘防汛救
奖。
灾和疫情防控中蕴含的鲜活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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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三聚焦”，在办实事解难题上出真招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坚持以“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为载体，印发《开展“我为师生办
实事”实践活动工作方案》，着力解决广大师生
急难愁盼问题，使党史学习教育接地气、冒热
气、
暖人心。
聚焦事业发展办实事。学校领导班子聚焦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学校高层次人才
引进、学科专业建设、人事分配绩效考核、青年
教职工住房问题等学校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痛点
难点问题进行认领。目前学校 10 位校领导共
计认领校级重点事项 27 个，制定详细工作台
账，
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
聚焦师生关切办实事。通过走访调研、召
开座谈会、设立网络信箱等形式，组织梳理“办
实事”事项 150 余项。学校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室对所列的办实事项目，建立任务清
单和责任清单，明确项目内容、责任单位和完成
时间，实行“两周一通报”制度，确保“事事有回

应、件件有落实”。对教职子女入学入托入园难
题，学校积极与洛阳市中小学和幼儿园联系，协
调帮助教职工子女入学 192 人，解决教职工后
顾之忧。
聚焦纾困解难办实事。面对汛情，在全省
高校中率先行动，分两批为 490 名家庭受灾学
生发放临时困难资助 49.45 万元，向 16 名教职
工发放救助金 1.7 万元。对因暑期留校、中秋节
因疫情不能与家人团圆学生，开展“喜迎中秋，
情 暖 师 生 ”巧 手 做 月 饼 活 动 ，免 费 送 出 月 饼
10000 余块，水果 800 余斤，让留校学生感受节
日氛围、家的温暖。
开学季，为新生提供一对一引导帮扶，设置
绿色通道、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点等，提供
免费水果及饮品，组建党员教师志愿者车队、安
排校园服务车免费帮助学生运送行李，为新生
提供各种暖心服务，做到“平安开学、开学平
安”
。

坚持“三推动”，在学校高质量发展上见成效
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立足新发展阶段，将
党史学习教育与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努力把学
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学校事业改革发展再出发、
再提高的实际成效。
推动人才培养质量再上新台阶。全年新增
4 个国家级、6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
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获批数量位居省内同
类院校前列；获批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24 门、省
级课程思政样板课 6 门、省级虚拟教研室 1 个、
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 12 项、新文科研
究与改革实践项目 2 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 18 项，2 部教材获省首届教材建设奖
（高等教育类）二等奖。2021 年入选教育部“童
语同音”计划，是河南省唯一入选高校。与老挝
汉澜管理学院共建河洛学院（老挝分校）并完成
首次招生，这是该校继河洛学院（马来西亚分
校）之后，获批的第二个境外办学项目，也是河
南省首个仅招收外籍学历生的境外办学项目，
实现外籍留学生学历教育创新性突破。
推动学科科研工作再创新佳绩。获批
2021 年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18 项、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 8 项，立项数量位居省内同类高校首位；
获批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 1 个，2 位教师入选省
高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学校教师获得省级科
研成果奖 8 项；翻译推出《最早的中国》英文版，
该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成
果，由科学出版社和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联合
发布，是目前国内第一部从考古学角度阐释华

夏民族第一王朝诞生史的英译专著；获批设立
中国旅游研究院县域旅游研究基地，这是中国
旅游研究院依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设立的唯
一一家县域旅游研究基地；化学学科持续保持
在 ESI 全球排名前 1%，排名全球第 1008 位，位
列全省第 4 位；旅游管理获批河南省特色骨干
学科，
内涵建设不断加强。
推动服务社会发展再上新水平。积极对接
国家战略，承担河南省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
发展专项实施方案、洛阳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传
承保护利用专项实施方案的制定和研究工作,
编制完成《河南省大运河文旅融合规划》
《洛阳
市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专项规划》等项目；开
展“万人助万企”活动，与多家企业合作，达成横
向项目 130 余项，合同金额 3100 余万元。高度
重视定点扶贫工作，探索“党建引领+产业扶
贫+发展民生+精神扶贫”四位一体工作模式，
学校驻杨树底村工作队受党中央、国务院表彰，
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是省内高校中
唯一获此殊荣驻村工作队。发挥专业优势，积
极开展美丽乡村规划、科技支农助农等志愿服
务活动，学校援疆支教志愿服务项目 2021 年荣
获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最佳志愿服
务项目。承办第四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
发展大会重要活动之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高端论坛，共商生态保护大计，共
谋高质量发展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