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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大师生围绕落实温家宝同志嘱托共商地学发展
日前，应学校邀请，
温家宝同志为兰州大学地
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题
写了院训“大道无垠，精
诚致远”。学校党委书记
马小洁、校长严纯华、74
级地质专业校友孙矿生、
校长助理李鹏杰、地质科
学与矿产资源学院院长孟
兴民一行赴京拜访看望了
温家宝同志，简要汇报了
学校各项事业发展情况，
并当面接受了题词。
温家宝同志在与学校领导交流时，对兰大师生表示
亲切问候，对兰大地学发展提出殷殷嘱托。他希望兰州
大学加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将地球和宇宙的宏观联

学生相互涉猎知识，做到文理兼修，全面发展。要培

系，和地球内圈层、外圈层的具体问题都纳入研究范

养、爱护和集聚一大批有能力的好老师，为国家、为人

围；从过去单纯强调对矿产资源的利用，转到全面、完

民努力工作，站好讲台，为学生营造良好成长氛围。

整地合理保护、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上来；充分运用大

6月22日上午，兰州大学召开地学学科建设师生座

西北多样的地质资源和地球研究的有利条件，组织学生

谈会，与会师生紧紧围绕落实温家宝同志殷殷嘱托，推

深入祁连山等丰富的地学大课堂实习实践。他还强调，

动兰大地学大发展，以优异成绩回报温家宝同志的悉心

要进一步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鼓励和引导不同专业

关怀和深情厚爱畅所欲言。
孟兴民表示，温家宝同志为学院亲笔题写院训，体
现了对广大师生的亲切关怀。学院将牢记嘱托，向地球
深处探索、向系统的地球科学研究迈进；打破专业壁
垒，让学生在“大地学”专业教育中广泛涉猎，在文理
融合中扩展视野；努力将祁连山等野外实习基地打造成
重要的科研实践和人才培养平台；坚守育人初心，带领
全院教职工都做好一辈子当好老师的准备。
马小洁要求：要在全体师生中及时传达温家宝同志的
殷殷嘱托，入主流，争主导，推动学校事业向前发展。

落实温家宝同志殷殷嘱托师生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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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围绕落实温家宝同志嘱托召开主题党课和师生座谈会
日前，应学校邀请，温家宝同志为兰州大学地质科 学院亲笔题写院训，体现了对广大师生的亲切关怀。号
学与矿产资源学院题写了院训“大道无垠，精诚致远”， 召地学师生牢记嘱托，向地球深处探索、向系统的地球
对兰大地学发展提出殷殷嘱托。他希望兰州大学加强
科学研究迈进；打破专业壁垒，让学生在“大地学”专业
教育中广泛涉猎，在文理融合中扩展视野；努力将祁连
山等野外实习基地打造成重要的科研实践和人才培养平
台；坚守育人初心，带头做好一辈子当好老师的准备。
党员代表朱金涛同志结合主题党课内容和入党以来
的经历收获，表示作为一名学生党员、地质学子，通过
本次主题党课，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在以后的
学习生活中牢记温家宝同志的殷殷嘱托，服务国家，服
务人民，为兰州大学的地学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将地球和宇宙的宏观联系，地球内
圈层、外圈层的具体问题都纳入研究范围；从过去单纯
强调对矿产资源的利用，转到全面、完整地合理保护、
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上来；充分运用大西北多样的地质
资源和地球研究的有利条件，组织学生深入祁连山等地
丰富地学大课堂实习实践。他还强调，要进一步发挥综
合性大学的优势，鼓励和引导不同专业学生相互涉猎知
识，做到文理兼修，全面发展。要培养、爱护和集聚一
大批有能力的好老师，为国家、为人民努力工作，站好
讲台，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成长氛围。

学院党委书记于安丽同志表示，温家宝同志为兰州
大学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题写院训“大道无垠，精
诚致远”，是对兰州大学扎根西部培养一代又一代地质
人的肯定，更是对我们的鞭策和期望。我们要落实好温
家宝同志的殷殷嘱托，在发挥已有学科优势的基础上，
围绕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布局学科方向。践行立德树人的
根本使命，努力提高地学人才培养质量。
会上，还举行了本学期新发展党员入党宣誓和佩戴
党徽活动，孙雨欣同志代表新发展党员作了表态发言。
学院党委委员和本科生第一、二支部全体党员共同参加
了活动。

6月24日上午，地矿学院围绕落实温家
宝同志殷殷嘱托，在榆中校区天山堂召开主
题党课和师生座谈会，共同体悟殷切期望，
为学校学院发展建言献策。
在主题党课中，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孟兴民同志讲述了6月14日与马小洁书记和
严纯华校长共同去北京拜访温家宝同志的经
历，深入解析了温家宝同志对兰州大学地学
事业发展的三点建议，并表示温家宝同志为

我院喜获甘肃省教育厅2020年高等学校
教学质量提高和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三个项目
据2020年6月22日甘肃省教育厅甘教高[2020] 8
号《甘肃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0 高等学校教学质量

革实践
项目参与人（含主要负责人）：孙柏年、闫德飞、
解三平、吴靖宇、杜宝霞、熊聪慧、马锦龙。
项目类别：教学改革
项目建设期：2年

提高和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项目的通知》我院三个项目被
立项：

3.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项目名称：古生物学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

1.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中心名称：地质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中心负责人：闫建萍
2.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培育项目
项目名称：基于慕课平台的一流课程建设与教学改

践
项目主持人：杜宝霞
项目参与人：孙柏年、闫德飞、解三平、吴靖宇、
熊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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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召开党员大会开展学校
第十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及专题党课活动
2020年6月19日下午15时，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
学院党委于城关校区西区第一化学楼1001报告厅召开
党员大会，开展学校第十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及专题党课
活动。会议由学院党委书记于安丽主持。
会议首先举行了学校第十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工作。
会议应到正式党员135人，因病因事请假14人，实到
121人，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五分之四，符合选举规定。
会议按流程进行，一是审议通过党员大会选举办法；二
是通过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宣布计票人名单；三是
选举出席兰州大学第十次党代会的代表。会议通过差额
选举，于安丽、闫德飞、孟兴民三名同志当选为兰州大
学第十次党代会的代表。于安丽同志代表当选代表作了
“将行使好自己代表的权利，不会辜负学院党员们的信
任与期望”的表态。

会议第二项，于安丽书记对学院党支部调整及换届
工作进行了具体说明，要求各支部高度重视此次调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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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党章党规的学习，规范操作，确
保调整换届工作顺利完成。
会议第三项，
于安丽书记结合
学校最新的党建
工作要求，给全
体党员作了题为
《落实学习要求，
推进学院思想政
治工作》的专题
党课。重点从学
院如何落实加快
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如何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如何进一步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三个方面做了深入浅出的
剖析。
又讯：一、在建党99周年之际，学院党委书记于
安丽带领副院长王炳光、教师代表袁道阳教授、专职组
织员林杨等同志，代表学院党政和学院全体师生专程看
望老党员武安斌同志、刘金坤同志，为他们送上节日礼
品，带去节日问候，祝老同志们幸福快乐、健康长寿。
二、张婉漪老师获得兰州大学第二届微党课大赛二
等奖。
三、据兰州大学2020年6月29日发文，我院2020
届博士生王雪莲、本科生朱金涛两位同学被学校授予“
百名学生党员标兵”称号[校党委发（2020）40号]。
四、我院2020届硕士研究生黄尭燊、伏玨蓉，本
科生柴兆杰等三位同志获毕业志愿到基层、艰苦边远地
区、重点领域就业或自主创业，授予兰州大学“未来之
星”称号。
古生物研究所党支部、地球化学研究所党支部
二、优秀共产党员
汪勇、王雪莲、尹皓、程家鹏、宋春晖、王喆军、

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党委关于表彰
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委工作者的决定
院内各基层单位：
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全面贯彻学习

武磊、于锴、林杨、万仁超、张宗林、蔡恝浩、司
国军刘旺财、朱金涛
三、优秀党务工作者
张瑜、张菀漪、赵姣龙、姚旭、任屏源、庞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希望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
神，进一步提升基础党组织的组织力，激励和引导各党 在工作、学习中做出更大的成绩。同时希望全院各级组
支部和广大党员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织、全体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
央周围，牢记初心，不忘使命，经各支部推荐申报，学 优秀个人为榜样，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充分发挥基
院党委研究决定，授予古生物研究所党支部等2个党支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立足
部“先进党支部”称号、汪勇等15名同志“优秀共产 岗位建功立业，用实际行动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党员”称号、张瑜等6名同志“优秀党务工作者”称 助推学院“双一流”建设全面发展。
号。
表彰名单如下：

中共兰州大学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委员会

一、先进党支部

2020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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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萃英地质奖学金”喜获注资50万元
6月18日上午，甘肃鸿嘉置业有限公司向兰州大学
“萃英地质奖学金”捐款50万元。捐赠仪式在城关校
区西区观云楼举行。
甘肃鸿嘉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立佳，兰州大学
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徐生诚出席捐赠仪式。仪式由学院
党委书记于安丽主持。
院长孟兴民首先介绍了学院的历史和发展现状。

基金会秘书长雷寂，甘肃鸿嘉置业有限公司总监王娟、
办公室主任王沛沛等及学院其他领导参加捐赠仪式。
甘肃鸿基置业有限公司是兰州房地产开发商行业知
名企业。是以房地产开发和物业管理为一体的，多种经
营的公司。公司秉承诚信、合作、共赢的理念，坚持“
精益求精”、超越自我；坚持不断走在时代前列，不断
众志成城追求卓越，保障企业永远的生命力。
徐生诚代表学校接受捐赠，并为公司颁发捐赠证书
和兰州大学3D打印校徽。他期待与甘肃鸿嘉置业有限
公司发掘更多的合作机会，助力我校人才培养和学科建
设的快速发展；希望学院以此次捐资助学为契机，切实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一流学科建设；同时要教育、
引导学生心怀感恩、刻苦学习，将这份感恩汇聚成奉献
祖国、回报社会、服务人民的实际行动。
董立佳表达了对兰州大学的向往、尊敬及对地矿学
院的认可，他希望今后加强校企合作，加大捐赠力度，
提升彼此合作水平，实现新的跨越。
与会人员还就科学研究、学生社会实践和就业服务
等方面展开交流。学院院长孟兴民教授、学校教育发展
学院举办2020届毕业生

活动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潘福生老师和戴
霜教授分别介绍了2020届毕业本科生、研究生基本情
“萃英地质奖学金”颁奖暨毕业典礼
况，对同学们取得的优异成果表示祝贺。副院长王炳光
6月28日上午，兰州大学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
介绍了“萃英地质奖学金”设置背景并宣读2020届评选表
2020届毕业生“萃英地质奖学金”颁奖仪式暨毕业典礼在
彰文件，随后学院书记于安丽和院长孟兴民为奖学金获
榆中校区天山堂举行。学院全体班子成员、部分教职工
得者颁发荣誉证书和“萃英地质学子”纪念奖杯。
代表、全体毕业本科生和毕业研究生代表共同参加。活
动由副院长闫德飞教授主持。

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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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英地质奖学金”获得者——朱金涛和韩磊作为本 脱稿而出的“六章人生内容”，是师长的期盼。“希望地矿
科生、研究生代表分别发言，回顾几年求学征程，有苦 学子们走出去，都能记得老师们给你上的最后一堂课是
有甜。幸得恩师相授，学术知识与为人道理；感谢同窗 要求你们诚信，无愧于心”，“坦坦荡荡，遇到困难或不
缘分，今朝别离情谊不离；感恩母校与学院悉心栽培， 如意的事都要勇敢、自信，相信自己”，“不管你第一份
愿尽力成为彼此骄傲与自豪！

工作是什么，都要认真对待，第一步都走不好，怎么走
解 三 平 教 授 作 为 好以后的路”，“2020年是国家和民族遇到困难的一年，
教师代表发言，他说 我们有着强大的国家和党对人民的爱护，我们可以战胜
道，眨眼光阴似箭， 任何困难。国籍可以改变，肤色却不能改变，不管走到
希 望 同 学 们 带 着 母 哪，你们每个人都要挺直脊梁，堂堂正正爱党爱国”，
校“勤 奋 、 求 实 、 进 “父母是避风港，但你们也到了应该关怀他们的年纪，
取”的学风，秉承地矿 以后成家立业，也要爱护家人，要有担当”，“国泰民安
学院“大道无垠、精诚 抑或时局动荡，担当与责任必不可忘”……一句句发自
致远”的院训，在实现 肺腑的话娓娓道来，蕴藏着质朴而又厚重的情意，略微
新时代“中国梦”的进程 哽咽的声音回荡在礼堂，离别的伤感有了实质的触感，
中开拓自己的壮丽人 不知不觉肩膀上的担子愈加沉重。

生。希望同学们能够带着老师们的四点叮嘱迈入社会的

于安丽宣布此次毕业典礼暨颁奖仪式结束，她代表

大课堂。不忘教导、不负青春，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 全院师生，祝福毕业生前程似锦，往后工作或是学习都
生博取光明的前程！为母校争光，常回家看看。发言结 能顺顺利利、更上一层楼！
束后，解三平为毕业生代表佩戴了校徽。
毕业生献花环节，毕业生代表为全体教师献花，表
达了同学们对教师的感恩与祝福。全体毕业生起立鞠躬
齐声喊出“老师，您们辛苦了”，其中真情溢于言表，令
全体师生动容。
学院副院长戴霜、王炳光为毕业班联络员颁发聘
书，向毕业生们表达最真挚的祝福和最美好的牵挂。衷
情希望毕业班联络员能发挥联系学院与毕业生的桥梁作
用，也希望毕业生们以后前途似海，走得再远再久，记
得常回家看看。
孟兴民的最后一堂课，几令全场肃然。“诚信、自
信、敬业、爱国爱党、孝敬父母、有责任有担当”——
2020年汛期防范舟曲重大滑坡灾害隐患的建议》报告。
该报告得到了甘肃省委办公厅的高度重视，被省委办公
汛期防范舟曲重大滑坡灾害隐患的建议书
厅主办的《甘肃信息•决策参考》单篇采用。甘肃省省委
被《甘肃信息•决策参考》单篇采用
书记林铎和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对该建议书作了重
近日，兰州大学地质灾害研究团队针对甘肃省舟曲县 要批示，强调高度关注和重视，提前采取科学有效的防
近年来雨季重大滑坡灾害频发的现状，基于其研究团队 范治理措施，制定应急预案，确保群众的生命安全。
的多项研究成果，向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提交了《关于
白龙江流域位于青藏高
原、黄土高原和四川盆地的
交汇地带，区内山高坡陡，
沟谷深切，岩体破碎，广泛
分布黄土和厚层松散堆积
物，生态环境极为脆弱。 受
新构造活动及集中降雨的影
响，该区极易发生重大滑坡
和泥石流灾害， (下转第6版）

兰州大学地质灾害研究团队关于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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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 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庆丰博士出席会议。会议听

取了兰州大学地质灾害研究团队关于汛期防范
舟曲重大滑坡灾害隐患的建议报告，分析研判
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研究部署了下一步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深入探讨了甘南州与兰州大
学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等方面的
合作，并决定进一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许鹏
飞代表学校表示：兰州大学将始终秉持“三个
主动”工作理念，全力支持和加强校地合作，
服务地方发展。

是我国滑坡、泥石流灾害四大高发区之一。兰州
大学地质灾害研究团队长期关注白龙江流域滑坡
灾害，在甘肃省科技重大专项（白龙江流域地质
灾害隐患识别、临灾预警及应急处置研究与示
范）的支持下，利用InSAR技术（合成孔径雷达
干涉测量技术）获得了滑坡地表毫米级别的变形
速率，并结合野外调查，已确定舟曲县内沿坪定
-化马和舟曲断裂带发育的6个典型活动断裂带大
型-巨型老滑坡当前正处于极不稳定状态，
滑坡体变形明显，存在极大的灾害隐患。随着
6月22日，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党组书
2020年汛期到来，强降雨极有可能诱发大规模滑
坡。滑坡一旦发生，将直接摧毁村庄、道路及河 记雷思维和甘肃省应急管理厅、自然资源部门
流的水利设施，甚至堵塞岷江/白龙江，形成滑 相关领导在甘肃省自然资源厅与兰州大学地质
坡-堰塞湖-洪水链式灾害，对上下游造成极大 灾害研究团队进行座谈会议，就兰州大学地质
灾害研究团队监测、识别的白龙江流域重大滑
威胁。
6月19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委书记 坡灾害隐患的防范工作进行了研讨。兰州大学
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孟
俞成辉和甘南州及舟曲县相关部门领导专程在
兴民，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岳东霞教授，兰
兰州与兰州大学地质灾害研究团队召开汛期舟
州大学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副教授陈冠、
曲县地质灾害隐患分析研判会，兰州大学校长
张毅博士出席了会议。孟兴民和张毅就甘南和
助理、科研院院长许鹏飞，兰州大学地质科学
陇南的地质灾害现状及2020年重大滑坡灾害隐
与矿产资源学院党委书记于安丽，兰州大学地
患防范建议进行了汇报，会议集中对目前重大
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孟兴
滑坡灾害隐患开展的防范工作进行了深入地探
民，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岳东霞教授，兰州
讨，对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作了全面总结，并制
大学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张毅讲师和兰州
定了下一步重大滑坡灾害防治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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