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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27 日 

【学校举行老干部关工委老同志读书班】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帮助老同志更好地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4月 18日, 在香樟苑四楼多功能厅举办老干部、关工委

老同志读书班，读书班由组织部、党校、老干部处共同举办。 

今年是建国 70 周年，也是落实学校第七次党代会精神，推进高水平

大学建设的开局之年。举办读书班是学校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有关老干部工作和关心下一代工作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新时代老干

部工作和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需要。 

读书班邀请了上海市委党校邹磊副教授作了《“一带一路”建设与全

面开放新格局》的辅导报告。他从普通民众关注的“一带一路”二十问

展开，详细解读了“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主要内容、主要措施、重要意

义及需要解决的问题等。 

组织部、党校、老干部处为老同志们精心准备了《习近平在正定》、

《家风传承——党员干部家风读本》等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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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校长杨德广赴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爱心助学活动】 

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的口号，2019年 4 月，全国离

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我校关工委讲师团成员、阳光育人工作室负责人、

阳光慈善专项基金负责人杨德广与爱心人士一起奔赴宁夏回族自治区，

开展爱心助学活动。 

此次助学活动是在杨德广的热心牵头下，爱心单位上海友博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捐赠 50万元给贺兰县回民高级中学，用于资助建设 2个多

媒体教室和 1 个物理实验室。 

期间，杨德广老校长不顾路途劳累，赴彭阳县，为彭阳一中、三中

的近千名高中学生做了“教育改变人生”的讲座，从他自己个人的经历

激励学生要志存高远，树立远大理想，刻苦学习，练就过硬本领，将来

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他和爱心人士一起，慰问阳光优秀生

获奖学生，给每位阳光优秀生赠送了学习用品等。  

此外，杨德广和爱心人士一起还专程去山区访问阳光优秀生家庭，

了解学生家庭情况。 

【关工委老同志为“青马工程”学子做报告】 

5 月，我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第十四期本科生学习班、第

三期研究生学习班开班。阳光育人工作室领衔人、校关工委讲师团成员

杨德广老校长和校关工委常务副主任、老教授协会会长黄刚教授应邀为

学员作报告。 

杨德广老校长以《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我的教育人生》主

题，为“青马工程”培训班带来了第一课。他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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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身经历，围绕“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引导学员要“树立远大理

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

本领”“锤炼品德修为”。并提出了五条人生箴言，一是有了梦想才能

有目标、有动力；二是学会珍惜时间是一个人成才道路上非常重要的品

质；三是吃苦耐劳是实现梦想的必经之路；四是不够聪明的人要勤奋努

力，要珍惜在校的时间和资源，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五是让榜样激励

自身发展，树立正确的榜样，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前行。  

黄刚为青马学习班成员做了以《理想与信念》为主题的讲座。他结

合自身经历由浅入深地为学员们讲述了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性、新时代

大学生如何坚定理想信念等问题，并鼓励大家要在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

中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使命。 

两位老同志的讲座进一步帮助“青马工程”学员锤炼过硬政治素

质、提升思想境界，引导学员们逐步成长为具有高度理论自觉、鲜明实

践品格、深厚群众根基、奋进创新精神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为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退休局级干部直属党支部换届选举党员大会顺利举行】 

经学校党委同意，5月 24日，退休局级干部直属党支部召开换届

选举党员大会。校党委副书记裴小倩、组织部部长张惠康出席会议。会

议由支部委员黄刚同志主持。 

党支部书记张国凤代表本届支委做工作报告，他用“四个坚持”回

顾总结了支部三年来的开展学习、活动等情况，指出支部建设中牢牢把

握发扬优良传统、顺应时代发展、紧贴老同志实际的原则，利用上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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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特点、教育发展亮点、重大时间节点等条件，紧紧依靠学校党政力

量、社会各界力量和党员自身力量等三方面力量开展工作。同时，他代

表支部表示将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要为学校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老

党员应有的贡献。 

会上全体党员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

织选举工作条例》的规定和换届工作程序，采用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

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支部委员。张国凤、阮兴树、黄刚当选为

支部委员，张国凤任党支部书记。 

裴小倩代表校党委向退休局级干部直属党支部换届选举党员大会的

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她希望老同志们继续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

领，更高质量建设支部，加强支部的政治建设，起好引领、示范作用。

期待老同志们继续关心支持学校发展，发挥党性强、信念坚、工作经验

丰富等优势和作用，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青年师生，助力学校

高水平大学的建设。 

 

【百岁离休老干部张波向学校捐赠十万元】 

5 月 27 日，今年 103 岁的张波同志向学校捐赠十万元。5月 31

日，校党委副书记裴小倩和老干部工作处、校基金会一行 4 人前往复旦

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看望张波同志。这是他继 2008年向汶川地震捐款 20

万元、2014年和 2016 年各捐献万元特殊党费后的又一笔捐赠。裴小倩

代表学校党委向张波同志无私捐赠表示感谢，并送上鲜花和捐赠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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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小倩贴近张波耳边说到：“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您为新

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向您表示深深的敬意。也感谢您为学校的建

设、发展做出的默默奉献以及长期以来对学校的关心，师大即将迎来六

十五周年校庆，我们还将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

我们一定努力把学校建设的更好更强”。当问到给学校寄语的时候，他

思忖片刻之后坚定而洪亮的说了句“更上一层楼”。 

【老干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学习】 

6 月 4 日，离休老同志们专题学习了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支部书记杨宇同志主持会

议。老干部处负责人唐娟芳和老同志们一起解读了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相

关精神，使得老同志们对为什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主题教育根本任务、总体要求、具体目标以及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

意义等都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 

通过学习，老同志们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一定要学深学透，认

真领会，要自觉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上来。最后，老同

志们就当前十分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进行了学习讨论，大家一起学习了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了解中美经贸磋商谈判中我

国坚持的立场以及摩擦升级的原因等等，老同志们表示坚决支持我们中

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要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相信任何挑战都挡不住

中国前进的步伐，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必将更加进步和繁荣。 



6 

【老干部侯忠阳实现入党夙愿】 

6 月 25 日，离休老干部侯忠阳同志光荣入党，实现了自己的人生

夙愿。 

香樟苑 304 会议室里悬挂着鲜红的党旗，老同志们围坐一桌，侯忠

阳同志坐在醒目的位置，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他眼眶一次次湿润了。 

在宣读入党志愿书时，他激动地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那时

没有吃没有穿，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是党给了人民希望。几十年

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始终听党话，决心一辈子跟党走，以实际行

动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会上，全体党员一致同意侯忠阳同志加

入党组织，老同志们纷纷向侯忠阳同志表示祝贺并提出希望，希望侯忠

阳同志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革命初心，

永葆政治本色，更好地全心全意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退休局级干部直属党支部“七一”开展“不忘初心”主题党日】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岁华诞，7月 1 日，退休局级干部直属

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主题党日活动。 

大家首先学习了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根据“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老

领导们交流学习体会，纷纷表示要自觉加强学习教育，守好初心。自觉

发挥优势作用，牢记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词，为学校高水平大

学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最后，支部书记张国凤对本学期支部工作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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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志参与 2019级新生入学主题教育】 

为帮助 2019级新生上好迈入大学的第一堂课，全面了解师大、认

识师大，快速融入师大，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爱校荣校兴校情感和家国

情怀， 8 月下旬，在奉贤校区大剧院举行了初心·使命·未来——筑

梦师大，爱校荣校主题教育，2019 级全体新生在现场和多媒体教室参

加了此次活动。 

主题教育活动邀请了校关工委讲师团成员、“阳光育人工作室”领

衔人老校长杨德广教授，校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校老教授协会会长、原

校党委副书记黄刚教授和校关工委讲师团成员、哲法学院关工分会副主

任、校老教授协会副会长朱国定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三位老同志以初

心、使命和未来为关键词，从不同的视角，结合自身经历，把学校故事

娓娓道来，生动形象的语言带领全体新生重温师大历史，感受师大发

展，展望师大未来，在新生心中播种下一颗颗使命、责任和担当的种

子。 

最后，老校长杨德广寄语每一位师大新生要不忘初心，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紧抓“今”字上下功夫，抓住当下，提升自己，筑

梦自己成长成才。 

黄刚寄语当代青年大学生使命就是爱国和奉献，新生不仅是师大的

希望、青年人的希望、更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希望大学生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朱国定寄语新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德重为魂、爱生为根，做新

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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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三位老同志讲述了师大人不忘初

心、砥砺奋进的故事，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勉励新生进一步增强爱国爱

校情怀，在人生道路上坚定前行，激励新时代大学新生坚定理想信念， 

努力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离退休党员积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学习交流】 

    按照学校党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和要求，9 月 23、

24 日，离休干部直属党支部、退休局级干部党支部积极组织支部党员同

志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交流。 

在学习交流会上，两位支部书记精心准备，认真传达学校有关主题

教育会议精神，并就支部如何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了具体

部署。 

会上，老同志们谈到道，通过读原著、听广播、看新闻等方式积极在

家中自学主题教育相关内容。认真收听收看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

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深入学习《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

等学习资料，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学深悟透中进一步深化

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进一步领会了共产党

人初心与使命的重要内涵。 

   会上，大家谈到在自学基础上，回首过去的经历，纷纷表示牢记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自己一辈子的信仰，老同志一辈子听党话，跟党

走。作为一名离退休党员，在党需要的时候随时为党分忧，要切实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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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积极发挥老同志的优势和作用，

为把学校建设成为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做出老同志应有的贡

献，要不断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思想旗帜，奋勇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大家还谈道，要充分认识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加强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不忘历史，不忘初心，牢记党

的宗旨，增强党的意识，坚定理想信念。要把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和支部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并转化为推动支部工作的实际

行动。 

【简  讯】 

▲5 月 7日，老干部处组织离休干部理论学习小组的老同志开展了

学习活动，大家共同学习了有关“一带一路”原则、核心理念、建设目

标、框架、合作的内容以及“一带一路”大事记。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

记在论坛上的主旨演讲精神开展学习。  

▲为深切缅怀“五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认真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抓

好贯彻落实，5月老干部处组织部分离休老同志举行学习交流会。之

前，老干部处组织老同志收听收看纪念大会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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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离休干部黄凛迎来了 102 岁生日，校党委副书记裴小倩和

老干部工作处、音乐学院相关同志一起来到黄凛同志家里为她祝寿。裴

小倩代表校党委送上鲜花，感谢她为新中国建立、国家的建设和改革以

及学校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并祝她健康长寿。 

▲5 月 15 日，老干部陈旭同志向学校捐赠人民币 10 万元。这是继

2018年捐献 10万元特殊党费后的又一笔捐赠。此次捐赠陈旭同志希望

能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鼓励师大学子们好好学习，学真本领将来报效

祖国。作为一名老党员，他说“有生之年一定要回报党，回报国家，回

报社会。” 

▲5 月 21 日，离休干部前往位于临港地区的上海建桥学院。上海

建桥学院副董事长蒋威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同志等热情接待了我校老同

志一行。一起陪同参观该校智能制造创新实训基地、珠宝学院玉雕工作

室、学生社团、版画工作室等。老同志们在社团学生的帮助下，自己动

手制作东海大桥和建桥学院版画，摄影社的学生们还为老同志们拍摄精

美的证件照。大家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雷锋馆”。  

下午，老同志们在会议室听取建桥学院介绍，通过听取介绍、参

观、学习，老同志们对建桥学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大家对民办高校

飞速发展表示赞叹，纷纷祝愿建桥学院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6 月 11 日，退休局级支部老同志赴上海展览中心东一馆，参观

为庆祝上海解放 70周年主办的“城市荣光——庆祝上海解放 7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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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展览。通过此次参观展览，大家感触很深，纷纷表示要继承光荣革

命传统、发扬先辈的革命精神，不忘入党初心，牢记历史使命，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做出老同志们应有贡献。 

▲6 月 12 日，管继英和林法太两位离休干部应统战部、老干部处

联合党支部邀请，一起参加“忆入党初心，重温入党誓词，助力高水平

大学建设”主题党日活动。 

两位老同志讲述了他们的入党故事，回忆起入党时的难忘情景。听

着两位老同志的讲述入党初心故事，在职党员同志被身边老同志入党时

真切、感人的事例深深地感染着，表示要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坚定理想

信念，永葆入党初心，牢记历史使命，努力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干事创

业上，在推动学校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中建功立业。最后，由两位老同志

领誓，面对鲜红的党旗，大家重温入党誓词。 

▲7 月 1日，老干部韩祥林迎来入党 80周年的政治生日。老干部

处、离休干部直属党支部同志和华东医院的医生、护士来到病房，一起

为他过政治生日，祝贺他入党 80 年。老干部处同志送上印有“不忘革

命初心，永葆政治本色”的政治生日贺卡，并为他佩戴“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 

韩祥林一口气回望了他入党 80年的历程。离休干部直属党支部向

他赠送书籍，并祝愿他健康长寿。大家挥舞着小红旗和一起唱响《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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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在教师节当日，管继英同志来到学校教育发展基金

会，捐资四万五千元用于助学。她连续十多年为我校贫困学子捐款，至

今已达 30 万元。 

▲9 月 20 日，在华东理工大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专题报告会上，杨德广老校长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教育论述

的新理念新思想为题”做专题报告。他以“初心”和“使命”为关键

词，深入阐释了十九大主题，回顾了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成就辉煌，但

是灾难深重、战乱不断的历史以及共产党的成立，解放劳苦大众的使

命。他从教育的地位和功能、教育方针、人才培养、教师和教师队伍建

设、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等五个方面系统全面解读习近平教育

论述的新理念新思想。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前夕，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老同志的关心、厚爱，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凝聚力和感召力，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老同志颁发纪念章，受上级委托，学校领导和

老干部处同志专程通过慰问、上门发放等形式把纪念章一一送达每位老

同志，并为老干部佩戴纪念章。 

--------------------------------------------------------- 

报：校党委常委 

抄报：教卫党委老干部工作处 

抄送：各职能部门，各学院、直属单位党委、总支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