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河北省委教育工委的部署和学校党委的统一安

排，我校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连日来，学校

党政领导深入基层进行宣讲，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明确

目标方向、汇聚行动力量，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

的热潮。

校党委书记任民带头到外国语学院作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任民围绕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基本概

况、习近平总书记所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的说明》主要内容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的总体框架、核心内容和学习贯彻要求等方面，对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入宣讲。宣讲结束后，任

民与部分师生进行了交流互动。

任民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即将进入新

发展阶段，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

会议，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

历史意义。全会系统总结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成

绩，极大振奋和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审议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擘画了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

展的宏伟蓝图。我们要从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全

会的重大意义，全面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

实好全会的各项决策部署。

任民勉励大家要结合自身工作和学习，在学懂弄通

做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上下功夫，将个人梦想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紧密联系起来，不仅要成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见证者，更要成为合格

的建设者。

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郭鸿湧到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作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郭鸿湧紧扣宣讲主

题，结合学校实际，以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三个方面为重点，对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入解读。对全会召开的重大意

义、《建议》起草过程和构成、2035年远景目标与发展的指

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一一宣讲，内容丰富、分析透

彻、见解独到。会后，学院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党员干部

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智慧

和力量凝聚到贯彻落实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上来，努力落

实教育改革发展任务，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

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贡献力量。

按照学校党委的统一部署，校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也纷

纷进学院下基层，围绕师生员工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重点

宣讲，勉励教职员工要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专业素养，深入

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把全会精神和各项目标任

务转化为共同认识和坚定行动。激励同学们从国家发展的

大格局研究问题，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

中，明确人生目标，找准奋斗着力点，学好本领，潜心钻研，

努力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校党委副书记兰耀东到艺术学院作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宣讲报告。兰耀东详细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

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带领大家回顾了“十三五”时

期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卫生、民

生、安全、国防、外交等各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系统

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兰耀东要求与

会党员同志们深刻领会、深入贯彻五中全会精神，自觉把

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作为我校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的

重要思想基础，努力做好学院“十四五”发展整体规划，在

培养方向上进一步强化学校与工作岗位的衔接，提升人才

培养水平与能力，为把我校建设为一流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而努力奋斗。

校党委副书记李佩国深入动物科技学院、机电工程学

院、海洋与资源学院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报

告。李佩国系统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的起草背景和框架体系，聚焦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

发展格局，精辟解读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核心要

义，对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李

佩国强调，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是今后和当前学校一项

首要政治任务，广大师生党员干部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

际学，把《建议》确定的战略部署、工作要求转化为实际行

动，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

平，结合实际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为实现学校高质量

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张福喜到财务处作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张福喜围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从深刻认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意

义、有利条件和重要特征，准确把握 2035年远景目标和

“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

牢牢把握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和重要着力点

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宣讲和解读。结合财务处的工作实际，

张福喜要求财务处要全面落实全会部署，奋力在“十四五”

新征程中创先争优，为统筹推进学校创新发展、转型发展、

特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为我校创建特色鲜明高水平应用

型大学做出贡献。

校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孙雪莲到财经学院作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孙雪莲介绍了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概况，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所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主要内容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的基本框架、核心内容和学习贯彻要求，

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入宣讲。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冯瑞银到体育与健康学院作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冯瑞银从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的重大意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

就，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十

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十四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和

重要着力点，实现宏伟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等方

面，对全会精神作了系统阐述和深刻讲解。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蒋爱林到城市建设学院作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蒋爱林围绕《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从深刻认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

重大意义、有利条件和重要特征，准确把握 2035年远景目

标和“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

任务，牢牢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和重要着力点

等方面，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入阐释和解

读，并就如何以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为动力，加强学院

学风建设、提高学生学习水平提出了良好建议。

一场场论述深刻、内涵丰富、深入浅出的宣讲报告会，

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既讲清了宏观上的政策举措，又

不时引用接地气的鲜活案例和有说服力的数据，让师生们

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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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深入基层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你曾是嘉兴南湖船上呱呱坠地的一个婴

儿，历经风霜雪雨，至今你已走过了近一个世

纪；你曾是一株含苞欲放的花朵，历经电闪雷

鸣，今天你已硕果累累；你曾是一盏黑暗中闪烁

光辉的灯塔，历经近百年的不懈引导，有无数仁

人志士陪伴你奋力前行、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

生命；你曾向神州吹响进军的号角，亿万人民跟

着摇旗呐喊……忘不了：世界曾对你睁大惊奇

而兴奋的眼睛；忘不了：帝国反动派、国内反动

阶级，他们在黔驴技穷时曾咆哮着：“难道你们

共产党人的骨头，都是钢筋铁打的？”也忘不了：

中国是怎样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打败猖狂一时

的日本侵略者，还有蒋介石拥有的八百万匪兵。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有魅力！她能凝聚亿

万儿女，并且义无反顾地紧紧跟随着她！是的！

你的魅力，在于与亿万各族儿女同呼吸、共命

运；你的魅力是惜民、爱民，为了中国劳苦大众

翻身得解放；你的魅力，是把世界各国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你的魅力，还在于

推动历史、改变乾坤，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

国，建设成为一个团结、和谐、繁荣、富强的社

会主义强国……正因为你旗帜鲜明、方向正

确，才有那么多人愿意终生追随你，并与你同

风雨、共患难！

走过 100年的艰难、坎坷道路，你依然不敢

懈怠，仍需奋力前行！因为你明白：中国还不算

很富裕，人民的生活水准也不能只满足于温饱，

还要进入小康社会。中国改革开放，为因循守旧

的生活方式注入了新的活力，把学习其他国家

的先进治国理念与先进科学技术相融合，已让

中国突飞猛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则是我国进入新世纪更旗帜鲜明的奋斗纲

领，同样符合了十四亿各族儿女的共同心愿！尽

管这条道路也不会一帆风顺，肯定也会遇到各

种困难和阻力，以及十分棘手的问题会摆在你

的面前。新长征之初，你首先遇到身边党内分子

腐败的问题。当你觉察到这一严重问题和危害

时，你表现出的是绝不能容忍，要快刀斩乱麻，

要“老虎”“苍蝇”一起打，着力营造风清气正政

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面对亿万人民紧

盯的眼睛，你没有让他们失望。

党啊！100年来你浴血奋战,解救了受压迫、

受奴役的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今天在和平年代，

你又一次披荆斩棘、力挽狂澜。你不愧是人民的

大救星，你永远是我们前进道路上光芒万丈的

指路明灯！有你在，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就会

信心满满、不畏吃苦受累；有你在前方引路，我

们在人生路上就不会迷失方向；有你的鼓励和

引导，我们哪怕遇到千难万险，也不会气馁和灰

心，都会冷静思考，选对道路……因为，你教给

了我们知识，给了我们力量。更主要的还是：你

让我们坚定必胜信念，赋予我们坚强意志，无论

山峰多高多险，我们都会倾尽全力去攀登、去征

服。

党啊！100年来，你历经坎坷磨难，愈加成熟

可敬，而你的面颊却不曾显出一丝倦容。是什么

力量，支撑着你夜以继日地奔波劳碌？你说：“是

中国人民！”“那又是什么，让你寝食难安，面容

如此清癯？你仍然回答“也是中国人民！”这正是

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奋斗宗旨的生动诠

释。我想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个政党像你一

样，把人民群众的饥饱和冷暖时时刻刻记挂在

心上？……我还知道：对于你来说，世界上最大

的荣誉，也莫过于能看到亿万人民过上幸福安

康的生活！

党啊，你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我

们为在你光辉下生活、工作和学习而感到心情

舒畅、十分自豪；我们的国家，也在你的坚强领

导下，更加充满希望和前程锦绣。你是天空的阳

光，亦是大地的雨露，更是人心中的永不枯竭的

力量源泉！

亲爱的党啊，我想对你讲，我和千千万万的

共产党员一样，将永远追随您！

伟大而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请接受您

的坚定而执着追随者献上的真诚祝福———愿您

生命不息、万古长青！

（作者系离退休教师）

亲爱的党啊我想对您讲
阴 俞凤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

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

历史方位。

拿破仑曾说过：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将震憾世

界。自十九大以来，中国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震撼了世

界！翻开这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不仅仅让我看

到了自十九大以来中国的发展变化，更让我读出了一个国

家领导人对这个新时代作出的杰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

书中一次又一次的引经用典，不仅仅使我领略到了中国历

史长河里的浩瀚文明，更不禁让身为当代大学生的我引发

了对这个时代的深思？

现如今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进

入了新时代，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离不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也离不开马

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得指引。可是怎么才能更加精准、深

入的了解当代中国的“内在”和“外在”呢？我觉得我们必须

要走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走进中国新时代。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

作为一个以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

也更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国家以人民为根本，这也刚好

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

和坚定性》中所引用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这句话！

其实，纵观历史长河，古往今来，我们不难发现！人民百姓

的力量是多么强大！早在《荀子·哀公》鲁哀公与孔子的对

话里我们就知道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的真谛；而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任公先生

也曾经说过：“民富则国富,民强则国强,国家昌盛则民族亦

昌盛……”的千古绝唱；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人民是历史

创造者，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

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今

年刚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

们将要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而这第一个目标实现的第一

受益人就是人民！就拿脱贫攻坚的历程来看，民生工程就

是脱贫攻坚里的重中之重，今年受疫情的影响使脱贫决战

之年的任务更加繁重！为了答好这张“脱贫收官之卷”，国

家领导人习近平同志再次返回三秦大地，深入了解民情、

紧扣民意、赢得民心！除此之外精准扶贫，建档立卡等专项

的脱贫方式让更多的贫困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就像我们

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

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也是社会

主义建设的主体，人民更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主体。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五千年的潮起潮落，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五千年的悠

久浩瀚！中国已经不是曾经帝国列强口中的“东亚病夫”，

而是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龙的传人；中国也不是当初那个

半殖民半封建的旧社会，而是东方雄起的一条巨龙！可是

这一次次的变化，让我们自己说出来显得不是那么真实！

所以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邀请各位记者来我

们中国看看，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

中国，我见过最多的介绍就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确

实我们约 960万平方千米的国土上方那 14亿人口刚好印

证了那句介绍！但是自十九大以来中国的发展是从一两句

介绍里体现不出的。百闻不如一见。所以我们的国家邀请

各国记者朋友来中国多走走、多看看，继续关注中共十九

大之后中国的发展变化，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报道中国。我

们并不是想听那些虚无缥缈的夸赞感叹之辞，我们只要一

个最客观、最公平的评价！这也就是“不要人夸颜色好，只

留清气满乾坤。”的真实含义。

中国每时每刻都在进步，在发展！同时我们在发展的

过程中依旧在学习鉴借，在发展中仍然改善自身的不足。

海不辞水 故能成其大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世界四大文明古

国之一，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我们必须本着“海

不辞水，故能成其大”的态度对待其他国家！就如习近平总

书记在《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所举例，非洲

是发展中国家大陆最为集中的地区，中非国家早已结成了

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愿意和非洲团结一致，共同

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 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

大,成为了国际舞台上的一支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此外中

国为发展中国家成功摆脱贫困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中国的

和平崛起以及始终如一奉行独立和平的外交政策也为各

国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伟大贡献！

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中国发

展离不开世界，而世界的繁荣更不能离开中国。

其实，写到这里我不禁感慨，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卷受国内、外人民的广泛欢迎，现

在我才明白，这不正是我们中国话语权在国际上不断提

升，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体现吗？

走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走进中国新时代！

（作者系化学工程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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