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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书记张曦作“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宣讲报告会

【撰稿人：于 芮 陆小曼】

10 月 12 日下午，“纪念马克思

诞辰 200 周年报告会”在我校音乐

厅举行，此次报告会由校党委书记张

曦进行宣讲，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唐天，副校长李炳昌以及师生代表

600 余参加此次报告会。校党委书记

张曦首先对 5 月 4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的“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

进行了介绍，随后从习近平总书记讲

话中提炼总结了马克思留给我们的

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缅怀马克思

的一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学

习马克思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张曦说，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

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

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

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

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

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名

字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

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

理光芒。

张曦介绍道，马克思的一生，

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

斗的一生；是不畏艰难险阻、为追求

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的一生；是为

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

斗的一生。今天马克思主义极大推

进了人类文明进程，至今依然是具

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

体系，马克思至今仍然被公认为“千

年第一思想家”。

张曦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

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

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

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

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最后校党委书记张曦分析了目

前我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形势，提到

我校正在创建省的优质高职院校，希

望全体教职工和同学们共同参与，一

起努力，争取实现我校更好的发展。

党委宣传部、大学生记者团供稿

【撰稿人：于 芮】 10 月 13 日，

中共贵州省委教育工委（贵州省教育

厅）组织专家组对我校开展专项督查。

由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纪委书记王小红

带队的专家组在校党委书记张曦的陪

同下，先后参观了学校实训中心和校

史馆，随后在峻德楼一楼听取了汇报。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唐天，副校长

赵雅卫、李炳昌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汇报会。校党委书记张曦主持会议。

在督查组和学校介绍参会人员后，黔

南民族师范学院纪委书记王小红介绍

了本次督查工作的安排，表示本次督查

工作是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

及省委常委会精神，主要对高校党建、

思政等工作开展专项督查，希望学校

能够做好相关配合工作。校党委书记

张曦表示欢迎专家组一行到我校督查

指导工作，随后围绕高校党建工作、

思政工作、教育扶贫、省委巡视整改

落实情况等“六项重点工作”开展汇报。

张曦说，校党委 2015 年 6 月换届

以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市党委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有关部门的

指导、支持和帮助下，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大及各次全会、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国

家、省市有关教育改革发展

等文件精神，强化党的领导，

认真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

负责制，始终把提高政治站

位作为首要任务，把好“政

治关”, 积极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广大党员教职工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

作风进一步转变、落实力进一步增强。

张曦表示，校党委高度重视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始终把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作为学校工作的重点。校

党委始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的方针，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摆在学

校工作的首位，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共管，教育、管理、服务相融合，

专兼职队伍相结合的领导体制与工作

机制。同时，校党委高度重视意识形

态领域工作，将意识形态工作列入每

年党委工作要点进行安排部署，牢牢

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最后张曦提出，学校虽然开展了

相关工作，但仍然存在党委政治核心

作用发挥不充分、作风建设不够扎实

等问题，我们将按照省市党委、省委

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的要求，进一步强

化政治要求，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

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切实履行好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的政

治责任，努力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

汇报会结束后，检查组查阅了相

关资料，并与教师代表进行了访谈。 

党委宣传部供稿

【撰稿人：何  婷】  10月 13日下午，

中共贵州省委教育工委（贵州省教育厅）

专家组在我校召开会议，就我校督察检查

情况进行反馈。党委书记张曦，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唐天，副校长赵雅卫、李炳昌及

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 黔南民族师范

学院纪委书记王小红代表专家组宣读了各

小组的反馈意见，专家组对学校总体工作

进行了肯定。但也提出，希望学校在党建

学习过程中，不断丰富学习内容，进一步

完善规范相关学习记录和资料，落实好每

一项工作任务。校党委书记张曦代表学校

作表态发言，表示专家们所提出的意见建

议学校将照单全收，下一步将在全校范围

内进行深入学习、全面领会。学校将按照

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进行相关工作的调整和

优化，提高党建的力度，增加党务干部储备，

激励新进教师提高教学水平，优化师资队

伍建设，推动学校建设不断进步。       

党委宣传部供稿

【撰稿人：于 芮】 10月14日上午，

我校举行了首届 2018 级中澳班开班

典礼。出席本次开班典礼的有校党委

书记张曦，党委副书记、校长贺永琴，

澳大利亚昆士兰 TAFE 学院校长 Ian 

Darryl  Smythe，相关部门负责人，

学生家长以及中澳班全体学生。本次

活动以一首《侗族大歌》拉开了绪

幕，随后校长贺永琴致辞，对澳大利

亚昆士兰 TAFE 学院校长 Ian  Darryl 

Smythe 表示欢迎，提出中澳班举行

开班仪式，对我们两个学校来说，具

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她不仅有

利于探索新的办学模式、教育理念，

也有利于整合教育资源、拓展发展空

间、推动人文交流；对中澳班的学生

来说，是人生的一次尝试、历练，必

将进一步开阔眼界、碰撞思想、提升

自我。我希望，我们两个学校之间和

中澳班的广大学子要珍惜这次难得的

合作机会，认真走好每一步、总结每

一步，把中澳班办精、办好、办出特

色，为今后更好的合作搭建更广阔的

舞台！随后澳大利亚昆士兰 TAFE 学

院校长 Ian  Darryl  Smythe 致辞，

他分享了 TAFE 学院的视频介绍，并

表示，无论将来中澳班的同学是在国

外实习还是在国内实习，都希望大家

能有一个好的发展空间，一起为学前

教育事业的交流创建更好的平台。并

用中文“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对同

学们进行了鼓励和赞赏。接着国际交

流办相关负责人和中澳班学生代表也

进行发言。

最后，在古筝悠扬的琴声中，我

校党委书记张曦与 Ian 校长共同主持

开笔礼，为中澳班学子们书写下“Wish 

you  success  in  your  learning 

journey!”和“崇善致美篤行致遠”

的书法字样，表达了对同学们美好的

祝愿和严格的要求。

开班典礼结束后，与会人员在

峻德楼门前合影留念。

党委宣传部供稿

【撰稿人：康宗社】  10月22日，

我校在第十三届全省大学生校园文化

月活动之全省高校“创意贵州 最美

校园”手绘地图大赛中斩获优秀组织

奖等共六项大奖。大赛由省委教育工

委、省教育厅、省文明办、团省委共

同主办，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承办，

我校与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各

获奖院校参加了获奖作品展暨颁奖仪

式。根据大赛要求，我校在 5 月至 7

月举办了“创意幼专、最美校园”校

级手绘校园地图比赛，具体赛事由艺

术系承办。在学校各级领导的关心下，

路超超、康宗社老师积极指导学生进

行创意创作，由评委会评选出 10 幅

优秀作品送省级大赛复评。最终学校

获大赛优秀组织奖一项，电脑绘图类

二等奖一项，手工绘图类三等奖三项、

优秀奖一项，共六项。我校艺术系

2017 级产品艺术设计（儿童产品方

向）学生付倩是大赛电脑绘图类二等

奖中唯一的大学专科学生，其余一二

等奖均为大学本科学生获得，充分展

示了我校学生的实力。

艺术系供稿

中共贵州省委教育工委（贵州省教育厅）
组织专家组对我校开展专项督查

我校首届中澳班举行开班典礼

我校喜获贵州省十三届高校最美校园手绘地图大赛六个奖项

我校召开中共贵州省委
教育工委（贵州省教育厅） 
专 家 督 察 反 馈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