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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环学院党委开展“坚定理想信念，重温入党誓词” 

专题组织生活 

2016年6月 18日上午，生环学院党委带领全体教工党员和部分教工入党积极分子，

先后来到龙华烈士陵园和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开展 “坚定理想信念、重温入党誓词”

主题党日活动。 

学院党员教师们首先来到龙华烈士陵园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党委副书记杨海峰

同志主持仪式，学院优秀青年教师代表卞振锋、邵琳同志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上海

市“育才奖”获得者，校优秀共产党员，院党委委员肖明同志领誓，全院 80 多位党员

教师在党旗下，举起右手郑重宣誓，嘹亮的誓词回荡在龙华烈士陵园的上空，充分展示

了生环学院全体教工党员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学院党委书记曹诚同志做了总结讲话，她

谈到：龙华烈士陵园安息着近 1700位革命烈士的英灵，展示了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为

上海的“独立、民主、解放、建设”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英烈们的革命历程和英

勇事迹。主题活动不仅是缅怀英烈们的丰功伟绩，纪念他们为世界和平和今天的幸福的

特别聚焦  回顾学院重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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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更是通过纪念英烈、重温入党誓词的组织生活，对照

党章，重新审视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所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她要求全体党员通过

学习党章党规，学习习总书记系列讲话，争做一名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

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并将“两学一做”的学习教育与学院事

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她代表学院党委向全体党员发出倡议：坚定信念，践行党章；

立足岗位，模范带头；以身作则，无私奉献；扎实学习，力求成效。以英烈们为楷模，

以党章为指引，牢记入党誓言，履行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使命，为学院和

学校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教工党员随后参观了龙

华烈士纪念馆，看着烈士们

生前一幅幅照片，认真倾听

着革命志士们的英雄事迹，

广大教工党员被英烈们对党

的忠诚以及勇于牺牲的精神

所深深震撼，深受教育。 

第二站教工党员们来到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参观学

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第

一次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制定了第一部《党

章》，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

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

万岁”的口号。教师党员认真参观了解党章诞生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党章修改完善的

历程和内容，从而更为全面地了解了党的二大，在党的发展壮大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参观结束后，学院党委为每一位党员同志准备了一道党的知识竞赛题，一方面检验

“两学一做”的学习成效，另一方面也使党员通过答题加深了对党章和党的历史的了

解，答题中大家踊跃参与回答气氛热烈。 

通过半天的主题党日活动，教工党员们纷纷表示：在参观学习过程中体会到了先

烈们为了理想前赴后继、甘于奉献的伟大精神，也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

念，在今后的教学科研中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岗位，模范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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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良的工作业绩，培养更多的优秀学生，以实际行动开展“两学一做”向建党 95周

年献礼，为学院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学好理论 表彰先进 扎实推进“两学一做”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进一步扎实推进，生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开展了“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历史使命、弘扬党的精神”系列活动，

通过党课教育，表彰先进，重温誓词，学习交流等方式庆祝建党 95 周年，使广大党员

进一步坚定信心、振奋精神、真抓实干，立足新起点、谋求新发展，促进学院各项工作。 

6 月 29 日下午 1:30，

学院党委书记曹诚同志在

一教 239 为全体教工党员

以《学习党章 践行党章》

的主题上了一堂党课。课

上她从党章的地位和作

用、党章的历史演变、以

及如何学习党章践行党章

等三个部分，为全体党员

教师理清党章演变的历史脉

络，明确党章所规定的党员责任和义务，同时也诠释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领导核心，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等问题。要求广大教师党员学

习党章坚定理想信念；对照党章开展“两学一做”；践行党章，立足岗位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做一名一眼就能看得出的合格党员。会后各教工党支部开展了组织生活，大家围绕

“讲规矩，有纪律”的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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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上午，生环学院召

开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

年表彰暨“两学一做”中期交流大

会。会上学院党委对在 2016 年

获得上海市教卫党委系统和上海

师范大学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

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了表

彰。18 名新发展的大学生党员代

表，在“上海师范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师德标兵”李辉同志的带领下，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随后，5 名党支部代表和党员代表，分别就正在开展的“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进行交流，学院各党支部结合不同的岗位要求开展形式多样的“两学一做”

活动。学院党委书记在总结中谈到：在纪念建党 95 周年之际，全体党员要以爱党、忧

党、兴党、护党的赤胆忠心，坚决扛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始终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实践证明，越是事业发展遇到困难，越是各项建设一帆风顺，就越要加强党的建设，这

是我们战胜困难、突破向前的根本保证。当前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加强

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部署；是全面推动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有力抓手；是抓

好学院党建，推动学院改革发展的重要保证。能不能开展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

落实这一党中央的政治任务，关键看今年的各项工作是否能落到实处，看学院全体师生

党员是否能在今年和今后的工作中，体现出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学院的科学发展

做出党员应有的贡献，真正做到党员受教育，群众得实惠，学院得发展。 

生环学院党委始终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与学院的中心工作和事业的发展紧紧联

系在一起，在学校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推进之际，全体师生党员也将更加振奋精神，勇立

潮头，砥砺前行，将以实际行动使“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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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工支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二次专题组织生活会 

行政教工支部：徐炯副院长为支部全体党员上题为《学好党章，做好党员》的专

题党课。徐炯老师从对党章的性质的认识入手，归结学习党章的原因，深入到具体学什

么、怎样学，以学和做的关系为切入点，深入浅出的讲解如何做合格党员，并且结合党

员先进干部——好法官邹碧华的事迹和“怕生命终结，耄耋姚阿婆提前寄党费”的感人

事例谈了自己的体会感受。徐老师讲到：“学好党章，做好党员是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也是每个共产党人的人生追求。我们应该向我党涌现出的一大批好党员干部学习，甘当

‘燃灯者’。做‘燃灯者’就要点亮理想之光，彰显信仰的力量，始终忠诚党、忠诚人

民。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履

行一名党员的责任和义

务，讲规矩，有纪律，真

正发挥一个党员应有的

先锋模范和积极带头作

用，永远保持先进性，积

极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

自己应有的贡献。”徐老

师还提出，希望支部每位

党员学好党章，并且鞭策鼓励每位同志都能做合格党员。 

支部党员同志在认真听取徐炯老师的党课后，纷纷发表感想，并表示此次党课贴切

实际，受益良多。并围绕“讲规矩、有纪律”为主要内容，结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论述摘编》以及有关警示教育典型案例等进

行讨论。最后，支部书记相老师组织党员复习学院龙华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言活动中的

党史知识竞赛问答题目，当场作答，参与党员表现积极，气氛踊跃。 

 

化学化工系教工支部：支部与 6月 29日开展了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历史使命，

弘扬党的精神为主要内容并结合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习近平关于严明党

的纪律和反腐败论述摘编》等内容的“讲规律，有纪律”学习交流讨论。 

在学习交流过程中，有些同志对于参观龙华烈士陵园这一活动表示很有感想；对党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简报（第二期） 

 

 

8 

的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及历史人物等又进行了一次补课，并从知识上和心灵上得到极

大地收获；孙大志教授提出，在党内进行“讲规矩，有纪律”对加强我党组织建设，提

高和凝聚战斗力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吴惠霞教授认为，对于一名党员来说，讲规矩，

有纪律本应该就做到的，在做的同时，应结合两个方面即加强监管，持之以恒；杨海峰

教授认为，对党纪国法和政治纪律要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才能不断增强行为

自觉，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李辉教授提出作为一名党员，要想健康成长，守纪律，

讲规矩是一个必修的课程；并辩证地提出，纪律和规矩并不是党员的紧箍咒，而是党员

有效的确护身符。党员们通过此次讨论对“讲规律，有纪律”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也

对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员们纷纷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学习，争做一

名合格教师，合格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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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形式吹动创新风，学中有乐，乐中有学 

13 生物学生支部：各支部成员在会议前按专业成立了五个党课小组，结合自身专业特

色，提炼出各具特色的分主题。其中，生师组代表方毅同学以“如何做好一名党员教师”

为主题展开讲演，提醒着我们党员应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丁丰同学也以“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与我们共勉。 

微辩论

微视频

微课堂

支部动态  聚焦党员学与做 
 

相声 

情景剧 

更多。。。 

学生党员们的组织讨论形式更加多样化，采用了微课堂、微视频、情景剧、微

辩论等形式结合自身实际，加深对“讲规矩、有纪律”的理解并在实践中去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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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组代表冯秋桐同学指出身边的不

良现象并建议我们党员同志应该严于律己，

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认真对待学习工

作，合理安排时间，感染带动身边的同学，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生技组代表郑玲丽同学

和王萌同学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相声

与大家热烈讨论了什么是诚信，如何杜绝上课玩手机等一系列与学生息息相关的热点话

题，大家积极响应。接地气的风格背后揭示了他们的主题，令人印象深刻。 

食品组代表郑亦舟同学密切结合

自身专业特点，列举了一些有关食品

的违规犯罪事件，为我们敲响警钟。食

品安全在我国已出现信任危机，而我

们，作为一个党员，可以从身边的小事

做起，积极监督，执行公民的权利。园

艺组代表陈青云同学提出了“海绵城

市”这一概念，说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并且指出作为党员，我们应该将可持续的理念渗透到日常生活的

方方面面。 

 

物理化学(研)支部：支部结合当代学生的实际采取微辩论的形式开展了学习活动。辩论

围绕“做一名合格党员党性意识更重要还是工作表现更重要”展开。各学生党员根据自

己所持观点展开论述，正方认为

“做一名合格党员党性意识更重

要”主要从党性意识是行动的前提

与基础这一论点入手，列举了诸多

事例论证了该观点；反方“做一名

合格党员工作表现更重要”则主要

从工作表现是党性意识的最终目

的与落脚点出发展开论述。学生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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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各抒己见，或深入深刻，或思维缜密，考虑周全，充分体现了当代大学生党员应有的

素质与觉悟。 

本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座谈会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下进行，微辩论的形式使每一

位党员切实的参与到学习当中来，通过大家的辩论与探讨，深入理解了做一名合格的共

产党员的意义以及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13化学学生支部：结合建党九十五周年，观

看《老外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系列微视频第

一集开始，与会党员均有热烈反响，为身为

其中的一份子而感到责任与光荣与共。 

支部党员表示将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坚

决抵制各种诱惑，增强责任意识、忧患意

识、担当意识，清醒认识形势，明确努力方

向，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做到不为了眼

前利益而去放纵自己，以那些已经败倒在利

益面前的人和事为教训，告诫自己，为实现

伟大中国梦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14化学学生支部：王雪纯同学向大家介绍了最新颁布的党纪党规的基本内容，通过 PPT

讲解和播放有关新闻报道，带领

大家学习了其重要内容并解释了

相关条例的新变化，系统性地阐

释了纪律严明的“严”与“明”

之间的关系。王雪纯同学还为大

家播放了讽刺贪污腐败的小品，

通过小品中讽刺性的菜名“摊乌

鸡蛋（贪污）”、“中间夹多宝鱼的馕（中饱私囊）”、“如虎添翼、苍鹰展翅（老虎苍蝇一

起打）”等生动形象的比喻，让全体学生党员在开怀一笑之余，更多了一份对于打击贪

污腐败，明确党规党纪的了解和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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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红剧，学清官，党史国吏走进千万家 

分析化学(研)支部：徐钦、刘盼、刘尧

尧、魏楠作为研二党员代表进行发言，她

们立足于“星火服务站”理论学习岗，以

党课的形式向全体党员传达了她们的学习

内容以及学习体会。徐钦讲述了反腐倡廉

的重要性，并举出了历史上的清官狄仁

杰、包拯、海瑞的例子来作为正面倡导。

刘盼同学重点讲了如何做到讲规矩、有纪律。刘尧尧同学则举了今年来因贪污受贿而

落马的贪官作为反面教材。魏楠同学则重点讲了大学生党员应该如何作为来真正到做

“讲规律，有纪律”。 

 

环境科学(研)支部：支部组织观看了红色电视剧《三八线》，该剧以几个平凡的普通志

愿军士兵的视角揭开了那一幕

热血悲壮的历史，展示了新中

国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在党中央

毛主席的领导下保家卫国，打

击侵略者，英勇战斗，不怕牺

牲的崇高精神。这说明中国共

产党之所以不同于以往任何政

党政权，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一系列的正确的

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的实施，还因为它是实实在在地“唤起工农千百万”，坚定不移地

为人民服务，努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党的相关系列文件和知识，

并将其落实到工作生活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名合格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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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课程研究生党支部

学院组织员刘雯静老师

参加了学科课程 (研)党

支部的讨论。她希望大

家牢记党员身份，真正

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并鼓励支部能够结合专

业优势积极开展有特色、

有意义的组织生活，把

“讲规矩，有纪律”首

先落实在每一次的组织

生活中，落实在每一次

的党员行动中。

工业催化研究生党支部

张昉教授受邀参加工

业催化(研)支部组织生

活。在听取了研究生

党员的发言之后，他

指出“作为一名研究

生党员，在科研、生

活等方面敢当领头羊，

争取取得好的成果”。

与会党员均表示更加

明确了自身努力的方

向，将会不断提高自

己的党性修养。

无机生化研究生党支部

文颖副教授认真听取

了无机生化(研)党支部

学生党员的发言，并

进行了精彩点评。她

表示，学生党员是我

党的新鲜血液，也是

我党的希望，开展

“两学一做”教育关

系到我党的未来，学

生党员要利用新媒体、

采取新形式，结合实

际，从点点滴滴实践

“两学一做”。

师生共话“两学一做”，遵纪遵规永记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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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之声  聆听基层学与做 
 

“非规矩不能定方圆，非准绳不能正曲直。”实践证明，讲规矩、有纪律是

做好工作、干好事业重要的基础和前提。“守纪律讲规矩”贵在自觉践行。

紧约束、严要求，守纪律、讲规矩，应成为党员干部工作环境的“新常态”。

我们要积极作为、奋力有为，成为有担当的学生党员。 

植物水生(研)支部  李超 

党员必须把深入改进作风与加强党性修养结合起来，自觉讲诚信、懂规

矩、守纪律。作为支部书记，我会以身作则，做好我该做的事情，也希

望大家做好自己，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们支部存在个别党员不按

时参加支部会议情况，这就是不讲规矩的体现，今后我们要认真遵守各

项规定，做合格党员。 

应化化工(研)支部  江双玲 

我做为一名预备党员，更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严律于己，做

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同学之间做好模范带头作用，提高自己的拒腐防变

能力，时刻牢记八项规定，自觉的接受监督，批评，争取能够顺利转正，

成为一名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   

有机高分子(研)支部  韩冰 

对于还有一年就要步入工作的我来说，纷繁复杂的社会大染缸对我既是一

种机会也是一种洗礼和挑战。我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各项规定、不做跨过底

线的事情。在生活方面，我应该努力做到勤俭节约，坚决抵制各种铺张浪

费，严于律己，带动周围的同学朋友共同遵守各项规定  

13化学学生支部 高欣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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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务公开网：http://cms.shnu.edu.cn/shdwgk 

投稿邮箱：thankingday2011@126.com           欢迎各位党员提出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理论导航  夯实基础修党性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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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C:/Users/zhou/Desktop/thankingday2011@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