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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重阳节老教师座谈会

学校召开重阳节老教师座谈会
本报讯：10 月 7 日是我国的传统
佳节重阳节，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10 月 8 日下午，在行政
楼 A404 会议室，我校召开了重阳节

老教师座谈会。理事长、党委书记丛
懋林，校长、党委副书记吴中江，党委
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周更生，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组织人事部部长沈

第二届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在我校举行
诗人在会上做了
交流与讨论，南师
大文学院教授、博
导、文学评论家何
平主持研讨会。
鲁迅文学奖获奖
诗人，河北省作协
副主席大解围绕
“试图追寻历史中
丢失或看不到的
东 西 ”，认 为 现 实
主义概念只是进
入生活的角度和
本报讯：有诗歌的秋天，就是 方法，不是简单的事项描写，更不
最美的秋天。9 月 26 日下午，由 是简单的写作和批判；安徽省作协
江苏省作家协会和三江学院联合 副主席、新华社安徽分社总编辑陈
主办，
《扬子江》诗刊承办的第二届 先发认为，历史对我们现实中的人
“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在三江学 来说是一种遮蔽，我们的写作有时
院学术报告厅举行。江苏省作家 候是要拨开这层遮蔽，而创造我们
协会主席范小青，江苏省作家协会 自己的、独立的和我们的现实的力
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 量相匹配的形象，形成新的文学
席汪兴国，三江学院理事长、党委 史；湖北省作协副主席、
《汉诗》主
书记丛懋林，校长吴中江，党委常 编张执浩认为，诗人和小说家是业
务副书记、副校长周更生，校长助 务分工，小说家塑造饱满的人物形
理王勇出席会议。
《扬子江》诗刊主 象让读者去看，诗人是通过写作，
编胡弦主持开幕式。
塑造自我形象，成为在人群中具有
三江学院理事长、党委书记丛 召唤力的人，所以诗歌最主要的精
懋林致欢迎词。他说，本次诗会大 神，是发出召唤之音；诗人杜涯认
家讲坛，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 为，因为历史的选择，我们这些中
背景，探讨历史文化资源与新诗写 生代诗人，注定只能做中国新诗发
作的关系，深入新诗创作第一现 展和成长路上的铺路石，随着中国
场，与大学生近距离沟通互动，不 新诗的成长和成熟，诗歌的顶层时
仅助推江苏文学文化的新发展，对 期也是产生伟大诗人的时期。
引导我校广大青年学生弘扬爱国
江苏省作协范小青主席、校长
主义精神，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 吴中江为报名参会的前十名诗人
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内涵，也具有重 赠送礼品。
大意义。
据悉，首届扬子江诗会·大家
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书 讲坛于去年在南京大学举办。承
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汪兴国致 办这次活动的《扬子江》诗刊由江
辞。他说，今年扬子江诗会·大家 苏省作家协会主办，创刊 20 年来，
讲坛依然选择在高校举办。诗歌 秉承“经典、气质、多元”的办刊宗
与大学、与青春是紧密相连的。优 旨，坚持诗歌文本与诗学理念并
秀的诗歌是理想的旗帜、人性的光 重，赢得了海内外诗坛的广泛赞
芒，大学生处在人生的黄金年龄， 誉，显示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文
这个时期接触现代诗，可以视为提 学使命感。
高自身审美和境界的一次机遇。
（通讯 孙培华 摄影 吴疆）
围绕“历史与现实”主题四位

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周更
生对各位老教师来学校参加座谈会
表示热烈欢迎并致以节日的问候，
对各位老领导、老教师为学校改
革、建设、发展付出辛勤汗水，离
开三江学院后还继续关心学校发展
表示衷心感谢。
吴中江校长向老教师们介绍了
学校一年来的工作情况，重点阐述
了学校今后一段时期的“四个坚
持、五大任务、一个目标”工作思
路，并介绍了今年的招生就业工
作，专业建设工作，校理事会、校
合影留念
行政换届工作以及新校区建设等工
军军，校长（党委）办公室主任李云 作。他指出，“只要全体三江人不忘
涛，工会主席杨业琴出席了座谈会。 初心，团结一致，勠力同心，我们
座谈会由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周 的任务一定能完成，我们的目标一
更生主持。
定能实现”。吴校长希望各位老领

导、老同志继续关心支持三江学院
的事业发展。
理事长、党委书记丛懋林代表学
校衷心感谢老教师一如既往关心三
江学院的发展，大家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为三江学院的发展付出了辛勤
的汗水，并衷心祝愿每一位老教师身
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在交流环节，大家对学校一年
来所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对新校
区建设充满期待，对学校未来充满
信心，相信在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
下学校未来会更美好。与会老教师
们踊跃发言，为学校的发展出谋划
策，提出宝贵建议。
座谈会结束后，大家在行政楼
门口合影留念。
（通讯 谷鑫 摄影 吴疆）

学校召开“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集中学习领读员和学习秘书会议
本报讯：9 月 25 日，学校在行政 切实承担起集中学习
楼 5422 会议室召开了“不忘初心、牢 组织、协调、服务和领
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领读员和 读领学的责任，用最出
学习秘书会议。党委常务副书记、副 色的工作成效保障集
校长周更生，党委宣传部部长余雪 中 学 习 的 有 序 开 展 。
冰，11 个集中学习读书班的学习秘 他强调，集中学习要统
书、领读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党委 筹安排，科学制定学习
宣传部部长余雪冰主持。
计划，要严明纪律，认
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周更生强 真履行考勤、信息报送
调，学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等 制 度 ，做 到 学 习 人
教育已全面启动，认认真真学原著悟 员、时间、内容和记录
原理是主题教育的基础，校党委颁布 “四落实”，确保集中学习有质量有效
了主题教育学习宣传工作方案，希望 果。
集中学习的领读员和学习秘书严格
会议还就集中学习读书班的安
按照方案要求，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排、领读员和学习秘书的职责作了详

尽说明，就集中学习领读员、学习秘
书的工作任务及要求进行了具体部
署。
（通讯 王婷 摄影 吴疆）

我校组织师生集体观看
新中国成立70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会直播与国同庆
响礼炮响彻云霄，
国旗护卫队官兵
护卫着五星红旗，
迈着铿锵有力的
步伐，从人民英雄
纪念碑行进至广
场北侧的升旗
区。中国人民解
放军联合军乐团
奏响雄壮的《义勇
观看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会直播现场
军 进 行 曲》，全 场
本报讯：10 月 1 日上午，庆祝中 师生挥舞着手中的小国旗齐声高唱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在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夺目的五
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共中央 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迎风飘扬。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部队。我
当习近平主席出现时，会堂里欢
校党委宣传部、团委于三江会堂联合 呼不断，
“70 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
组织在校师生集体观看庆祝中华人 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实况直 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今天，社会主义
播，共同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
话，回顾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来走过 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
的伟大历程，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骄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
傲欢呼。
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 中国的昨天
上午 10 点整阅兵正式开始。70 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

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
必将更加美好”，习主席的讲话赢得
了师生们的热烈掌声。100 面战旗
亮相，东风-41 驶过长安街，加油机
在空中亮相，中国女排在国庆游行彩
车上压轴亮相，这个彩车上写着“中
国万岁”！大国威严，令学生们振奋
不已，许多同学留下了激动地眼泪。
现场观看的老师们感言，新中国
成立 70 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
国各项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面貌焕
然一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习近
平总书记在推进治国理政进程中，把
教育摆在“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前所
未有的战略地位，把教育与国家的前
途命运、党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
起。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要以更高
的历史站位和战略眼光，守初心、践
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
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办好人民满意的
高等教育，以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
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担当作为、续写
华章。
（通讯\摄影 刘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