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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党委党建工作巡礼3 “地球科学前沿”学术
报告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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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烈 祝 贺 中 国 共 产 党 兰 州 大 学
第 十 次 代 表 大 会 胜 利 闭 幕 ！
认 真 学 习 贯 彻 学 校 第 十 次 党 代 会 精 神 ，
向着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昂首奋进!
党团之声党课开讲啦
—《以政治建设统领高校大学生党支部建设》
10月15日下午，学院党委书记于安丽在天山堂
A402教室讲授了“以政治建设统领高校大学生党支部
。
建设---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为
主题的党课。来自学院本科生第一、第二党支部的全
体党员、发展对象以及积极分子听讲。
党课由本科生第二党支部书记、正处级辅导员潘
福生同志主持。
于书记强调，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党的基
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
基础。她提出创新大学生党支部建设的有效途径—从党
的政治建设过渡到以政治建设统领高校大学生党支部建
设；从政治理论学习到政治实践锻炼，从加强支委会的
建设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明党纪净化政治生态。
最后，潘福生同志总结讲话，他结合于书记所讲党
课内容，谈到党支部的组织构成，将党支部比作神经末
会议伊始，于书记从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
性和坚定性入手。她讲到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崇高政治理
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的先
进政党。党要有先进性，必须要在政治上具有先进性，
必须加强政治建设。她从把准政治方向、坚强党的政治
领导、夯实政治根基等七个方面讲授说明，理论联系实
际，以现实故事阐明理论内涵，通俗易懂。

梢，生动形象，用亲身经历讲述何为爱国精神。
党课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通过本次党
课的学习，同学们进一步了解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党支
部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有效的解决途径，为今后支部建
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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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举行微党课
“中国精神”专题学习观摩交流
暨争做“四有”好老师主题党日活动
为深化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学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党员责任意识、担当意
识，坚定理想信念；10月10日上午，学院在城关校区西
区观云楼1221报告厅举行了微党课“中国精神”专题学
习观摩交流暨争做“四有”好老师主题党日活动。
学院党委书记于安丽主持会议。学院城关校区6个党
支部党员参加。

“中国精神在哪里？”，兰州大学第二届微党课大
赛“二等奖”获得者、学院地球化学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兼教研室副主任张菀漪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
中国精神引领，创造自身价值》为题，通过引入单手擎
天的董存瑞、扛起一把大刀就敢跟日军拼个你死我活的
老兵、用一辈子隐姓埋名和默默奉献给中国尖端武器装
上“眼睛”的高伯龙、女排精神等一系列鲜活感人的故
事，围绕中国精神，充分论证了“千千万万为国家做出
贡献的人，千万个在生活中闪耀真善美的人，都是‘中
国精神’的造就者”。教育引导新时代党员如何学习传
承中国精神，做好本职工作。
张菀漪的讲解，得到了全体与会党员的一致好评，
纷纷表示通过观摩交流，在微党课的选题创意、制作方
法等方面均有所收获，为今后微党课的创作、制作开拓
了思路。
观摩后，全体党员共同观看了《习近平在北京师范
大学考察时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
师》的视频，再次感受总书记在北师大看望教师学生、
观摩课堂教学、进行座谈交流时的温暖瞬间，聆听总书
记“做‘好老师’是每一个老师应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
问题；‘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
识、仁爱之心；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
‘梦之队’的筑梦人”等对教师和教育提出的高要求。

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由“我听讲”转变为
“听我讲”，既是增强党员意识、激发党员荣誉感和自
豪感的有益尝试，也是提升党员主体地位、发挥党员主
体作用的生动实践。于安丽强调：通过学习“中国精神
”和重温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共产主
义的理想信念，我们的党员老师要按照“四有”好老师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敬业修德，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
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在学院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
等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用；通过教师党员的示范带头作
用，影响和带动其他的老师更加潜心钻研学术，更加仁
爱学生，共同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做学生健康
成长的引导者和领路人。
于安丽还围绕教育部和学校《关于进一步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的有关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师党支部组织
生活内涵建设，教育引导党员教师切实带头争做党和人
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的通知》要求，对学院的党建
工作作了安排部署。
（选自学院网）

在报效祖国中创造人生价值
—记优秀共产党员孟兴民
学校第十次党代会专题网全面报道了学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孟兴民。报道详实记述了孟兴民同志从入党到
成长、从留学到回国、从教学到科研、从服务社会到国
际合作等为学院、学校、地方及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事
迹。特别强调：他自入党以来，始终理想信念坚定，牢
记党的宗旨、坚持党的领导。今天他更加自觉地与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积极落实学校
党委的
孟兴民在灾害现场
各项规
定和部
署，始
终以一
名共产
党员的
标准严
格要求
于安丽在活动总结时表示：微党课能够引导广大党员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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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中心抓党建凝心聚力促发展
——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党委党建工作巡礼
近年来，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学院党委坚持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和加强党对学院工作的全
面领导，统一思想认识，积极承担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为立德树人、“双一流”建设、改
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坚强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证，学院
各项事业健康蓬勃发展。
一是落实主
体责任，充分
发挥院党委政
治核心作用。
1.始终把政治
建设摆在第一
位；2.注重学
院领导班子团
结协作。

2020年本科生环祁连山实习举行出发仪式时合影

二是重视组织建设，不断提升党支部战斗堡垒作
用。1.注重优化党建工作体系；2.注重加强基层党支部
建设；3.注重丰富党组织活动形式。
三是坚持人才兴院，不断增强学院内涵发展潜力。
1.积极引进优秀人才；2.不断助力青年教师成长；3.努
力培育优秀师德师风。

思想；2.梳理学院科研优势与方向，参与学科前缘和国
家需求重大战略研究计划，充分发挥和发掘学院教师科
研能力与潜力；3.凝练学科方向、组建学术团队；4.夯
实科研平台建设，构建新型合作体系，提高服务社会能
力；5.对接国家和地方需求，全方位服务社会经济发
展；6.拓展国际合作交流渠道，提升国际合作交流质
四是坚持“以本为本”，落实“四个回归”，深化 量，促进国际化教学科研水平。
学院人才培养综合改革。1.优化学院基层教学组织，力
求“以研促教、以研促学”；2.修定人才培养方案、制
2020届
本科生
“萃英
地质奖
学金”
颁奖合
影
定专业教学质量标准和本科生核心素养标准；3.注重精
品课程建设，带动专业核心课程群及教学团队建设，专
业教材建设；4.加强实践教学，以野外实践为抓手打通
理论与实践的壁垒；5.通过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和研究生

甘肃重大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关键技术
及应用专家咨询交流会
六是坚持“立德树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贯彻落实“三全育人”工作；2.做实做细“三走进”

培育计划项目，吸引本科生参加教师的科研活动；6.完 工作。
七是筑院魂促和谐强归属，打造学院文化精神内
善奖励机制，设立“萃英地质奖学金”。
五是坚持科研强院，促进学科建设，提升服务社会 涵。1.增强宗旨意识；2.挖典型促发展；3.遵循院训精
（下转第4版）
能力。1.树立科研促进学科建设、提升服务社会能力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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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版）

“师生共话”系列主题报告

今后，学院党委将继续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
好党建促发展”，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学校第十次党代会
精神，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落实党建主体责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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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带领全院师生员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大力传承发扬“自强不息、独树一帜”
的校训精
神和“大
道无垠、
精 诚 志
远”的院
训精神，
不断以新
的业绩为
学校“双
一流”建
设贡献力
量。（选自
学院网）

“地球科学前沿”学术报告
已经开讲七期，信息满满
1.2020年8月19日，应张铭杰教授的邀请，中国科学
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矿物学与成矿学重点实验室主任
王焰研究员在观云楼1305报告厅做了题为“铂族元素矿
床的富集机制研究新进展”的报告。
2. 2020年9月7日，应袁道阳教授邀请，核工业北京
地质研究院云龙高级工程师来校访问并在观云楼1221报
告厅作学术报告。报告题目：青藏高原北缘晚第四纪以
来的北向生长机制：来自关键活动断裂的证据。
3. 2020年9月17日，应张铭杰教授的邀请，中国地
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能源与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杨志明研
究员，在观云楼1221报告厅做了“Generation of Postcollisional Porphyry Cu Deposits in Southern
Tibet Triggered by Subduction of Indian Continental Plate.”学术报告。
4. 2020年9月29日，袁道阳教授在观云楼1221学术
报告厅做了“青藏块体北部活动构造特征及其动力学机
制”的学术报告。
5. 应解三平教授、甘肃省西部矿产资源重点实验室
吴靖宇教授邀请，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金建华教授，
于 2 0 20 年 10 月 19 日来 校进 行学 术交 流， 并在 观云楼

1221报告厅做“华南地区始新世植物多样性及古环境”
学术报告。
6. 应副院长闫德飞教授、甘肃省西部矿产资源重点
实验室杜宝霞副教授邀请，长安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
院全成教授，于2020年10月19日来我校进行学术交流，
并在观云楼1221报告厅做“前白垩纪陆相气候重建”学
术报告。
7.应袁道阳教授邀请，10月29日中山大学地球科学
与工程学院特聘研究员吴传勇来校进行学术交流并在观
云楼1221学术报告厅 做“天山晚新生代构造变形与动力
学机制”的学术报告。
（选自学院网）
学院研究生学术沙龙
2020～2021学年第一期开讲
10月15号下午，在观云楼1221报告厅，学院硕士生导
师，任桂平副教授，以“地表半导体矿物-微生物协同作
用及其环境效应”开始了今年研究生学术沙龙第一讲，
任副教授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1、地质微生物研究
内容简介；2、天然半导体矿物特性；3、微生物胞外呼
吸理；4、协同作用过程环境效应。任老师的报告得到了
听讲研究生的热烈欢迎，大家深感受益匪浅，希望沙龙
越办越好。
（选自学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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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团委举办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座谈会
10月26日上午学院团委举办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
战70周年座谈
会。学院团委
负责人、专职
辅 导 员 段 宜
钢，学生团委
副 书 记 胡 纪
轮、彭静，学
生会主席团成
员孙雨欣，团委、学生会、青年志愿者协会各部门负责
人参加会议。会议前，全体起立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
勇牺牲的烈士默哀致敬。
段宜钢领学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他从三个“始终
没有忘记”，五个“经此一战”，四个“无论时代如何
发展”，五个“铭记”，三个“根本行不通”，两个
“绝不会”全面阐述总书记的
讲话精神。
段老师强调：抗美援朝战
争 ， 抵 御了 帝国 主 义侵略 扩
张，维护了世界和平，打出了
中国人的气势和尊严。作为新
时代青年应不忘过去，铭记历
史，珍视和平，始终以昂扬的
精神面貌、高度的政治自觉、力所能及的行动，担当时
代赋予的重任，要时刻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观后同学 们感慨连连 ：彭静 说：从
1950年到2020年,70年过去了，197653
名烈士马革裹尸、埋埋骨青山——但
是祖国和人民不会
忘记他们英勇抗
敌、保家卫国的光
辉历史。
高睿学谈到，抗
美援朝志愿军远赴别国艰苦奋斗的英
勇事迹，在今天仍旧对我们有重要的
启示作用，我们应
该向他们学习、向
团组织、党组织积极靠拢。
胡纪轮从“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
绿江”的场景联系到老一辈的慷慨豪
气， 认为在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勇于斗
争、敢于斗争，给民族、给国家长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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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增豪情。
孙雨欣主动分
享，抗美援朝的
伟大国际主义精
神，她说：国家
不仅像当年一样
反对霸权、维护
世界人民利益，更在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正
在牢固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唯有和平才是大势所
趋，唯有国家强大才能保障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座谈会达到了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要继承
和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奋斗”的目的。
(选自兰大地矿小石头）

简讯：
1.10月25日2020级新生举行团建活动

2.10月19日下午，学院2020年“迎新杯”篮球赛开
赛。本
次比赛
由学院
各班级
组队参
赛。八
支球队
通过抽
签分为
A、B两
组，组
内进行单循环赛，小组出线即为四强队，进行组间交叉
赛，获胜队最终竞争决出冠军。比赛于11月7日结束。
3.10月14日下午 学院第十届团委、学生会、青年志
愿者协会召
开第二次部
联会汇报、
安排工作。
4.10月
22日下午，
学院开展防
范电信网络
诈骗法制宣
（下转第6版）

第 6 版

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

工作动态

（上接第5版）

传讲座会。潘福生、段宜钢及2019级和2020级
全体同学聆听讲座。宣讲会由榆中县公安局反
诈中心刘警官主讲。
6.据校党委发〔2020〕
70号文件《关于表彰兰州大
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集
体和个人的决定》，学院副
段宜钢老师和对手在男单决赛中的精彩瞬间

院长王炳光同志被为学校
抗击新冠肺炎疫先进个人。
（文图段宜钢、地矿小石头）

左图：比赛中的胡沛青
下图：比赛中的曾润强

我院在学校教职工
乒乓球比赛中取得历史性突破
2020年10月17—18日，为期两天的校第
二十九届教职工乒乓球赛圆满落幕。我院工会
主席王淑华领队，闫建萍、胡沛青、张菀漪、
段宜钢、曾润强、姚旭、曹怀仁八位老师组成
学院乒乓球队，在比赛中队员们斗志昂扬、奋
勇拼搏，最终喜获本届男单冠军和女子团体第
四名的好成绩，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参赛队员合影留念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
女子团体颁奖典礼

王淑华身姿优雅
力挽狂澜

闫建萍泰然自若
奋勇拼搏

男单冠军和女子团体第四名
（选自学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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