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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要闻】

 学校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7月 1日 8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

门广场隆重举行。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校党委委员、纪委

委员在学校会议中心 104会议室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学校 39个二级

党组织同步以集中和通过网络、电视、广播、手机等多种媒介相结合

的方式组织广大师生收看了直播。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师生热议，产生较大反响。当日

下午，学校举行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暨“七一”表彰大

会，会后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第9次集体学习会，带头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并发布通知，要求全校各二级党组织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7月 8日上午，学校召开党外代表人

士座谈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高校第十巡回指导组来校指导工作

6月 29日上午，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高校第十巡回指导组来校

调研指导，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座谈交流，

对我校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开展情况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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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可平组长对深入推动学校“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开展提出要

求，一是建立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长效机制，推动学

校高质量发展；二是要把广大师生在党史学习教育激发出来的热情，

转化为教育教学和立德树人的实际行动，切实提高育人质量和办学治

校水平，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后，巡回指导组一行到南湖校区图书馆参观了嘉兴南湖红船文

化展。

 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尔肯江·吐拉洪与我校师生座谈

并讲党课

6月 30日，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尔肯江·吐拉洪赴我校

调研，与师生代表座谈并讲授专题党课。

会上，学校教师代表张尊华、博士研究生代表李欣媛、硕士研究

生代表焦镜、本科生代表木合达斯·哈力甫、常雅婷围绕党史学习教

育、结合自身工作学习经历谈收获、讲体会。

在认真听取师生代表的发言后，尔肯江从四个方面为与会师生讲

授专题党课，指出要从百年党史中学出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

品质、深厚的为民情怀和强烈的使命担当。

 学校举行庆祝建党百年辅导员入职仪式

7月 12日，学校举行“立德树人守初心，不负青春担使命”庆

祝建党百年辅导员入职仪式，迎接 2020年和 2021年新入职的 70

余名辅导员。仪式上，新聘用辅导员登台诚挚发表入职宣言，共同阐

释育人担当，并面向巨幅党旗庄重宣誓，共同擦亮“又红又专”的职

业名片，集体镌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初心。

 学校举行第七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文献综述大赛暨

研究生论坛

6月 27日，以“回首百年路、筑梦新征程”为主题的第七届全

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文献综述大赛暨研究生论坛在我校举

行，论坛设“新时代新思想”“原理与原著”“百年历史回溯”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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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与创新”四个分论坛，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李佃来教授作了题为“如何阅读经典”的主题报告。

文献综述大赛主题聚焦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

重大实践和前沿热点问题，共收到来自全国 115 所高校的442 篇论

文，共评选出 135篇优秀论文，其中特等奖 10篇、一等奖 20篇、

二等奖 40篇、三等奖65篇。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 8次集体学习会

6月 28日，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 8次集体学习会，进

一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集中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回信精神以及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新时代思想政治

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深入推进学校“十大综合改革”奠定坚实思

想基础。

集体学习会上，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还共同观看了安全生

产专题宣传教育片《生命重于泰山》。

 学校关心关爱离退休职工

6月 24 日，学校举行“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根

据老党员实际，由校党委书记信思金、党委副书记赵经为参会的 40

名“光荣在党 50年”老党员代表集中颁发纪念章，对年事已高、行

动不便的 428名老党员上门颁发。

“七一”前夕，校党委书记信思金、副书记赵经代表学校党委看

望慰问离退休教职工老党员代表，信思金书记先后看望了老党员余永

富院士和李必强教授，为余院士佩戴上“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

并给他们送上鲜花，校党委副书记赵经看望慰问了老党员何季平教

授，为何教授送上节日祝福和鲜花，离退休党委以各种方式，看望慰

问了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烈士遗属、老党员、生活困难党

员和老干部。

7月 9日上午，学校召开老年（老教授）协会（下简称“老协”）

第五次代表大会，高度重视老同志和老协工作，认真落实离退休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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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加强老协领导班子建设，积极支持老协开

展工作。

【基层行动】

 学校各党支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为增强党史学习教育效果，交流党史学习教育经验，学校各党支

部纷纷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7月 5日，党政办公室党支部召开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校党委书记信思金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会

议，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高校第十巡回指导组组长欧可平、副组长罗

中枢、白华及全体组员参加会议，学校组织部、宣传部、党政办党支

部其他党员列席会议。校党委副书记王乾坤、赵经、副校长陈文、刘

祖源、吴超仲、刘春江分别以普通党员身份参与财务处党支部、组织

部统战部党支部、人事处党支部、基建处党支部、科发院党支部和宣

传部党支部召开的专题组织生活会。

 各单位举行党史学习教育处级干部读书班学习活动

能动学院、信息学院、计算机学院和后勤集团等 4个二级党组织

或单位以处级干部读书班的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各单位纷纷举行党史学习教育报告会或专题党课

各单位通过邀请专家、领导作专题报告、支部书记讲专题党课等

方式，学党史，悟思想。继续教育学院、理学院、智能交通中心等 3

7 个二级党组织或单位已邀请校党委宣讲团暨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

成员开展党史专题理论宣讲；由 37名研究生组成的校党史学习研究

生讲师团开展“百个党史故事进百个学生党支部”活动，已深入交通

学院、能动学院等 9个学院的学生党支部开展了理论宣讲；材料国际

化示范学院党委书记苏葵以“知党史、晓国情、悟真理、砥砺行”为

题讲授专题党课；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闫树以“学习党的思想政

治工作史，构建特色继续教育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为主题讲授专题党

课；管理学院党委书记童泽望以“历史回眸：走进中共五大”为题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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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专题党课；汽车学院党委书记辜志强以“学习延安精神，争做时代

新人”为题讲授专题党课；智能交通系统研究中心党总支书记黄明以

“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题讲授专题党课；法学

与人文社会学院院长李牧以“以党的百年历史中坚定初心、收获力量

为视角的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为题讲专题党课。

 各单位拓宽途径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校民建举办“民建会员之家”揭牌仪式暨“学党史、跟党走”主

题教育学习活动；交通学院、物流学院、理学院、体育课部等 7个单

位分别赴南昌市八一起义纪念馆、武汉市革命博物馆、江夏革命烈士

纪念馆、黄冈市李四光纪念馆、孝感市王新亭将军故居、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降兵军史馆、洪湖市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陵园等地开展实地研

学，在重温历史中接受党史教育、红色革命教育和精神洗礼；能动学

院、国教学院、智能交通中心、教务处等 7个单位举办“歌声中的党

史”主题党日活动；能动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举行“网上重走长征路”

主题党日活动；信息学院党委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网络产出

线运作管理部党总支举行“党建引领促发展 校企共建聚合力”主题

党日活动；材料学院举办庆祝建党 100 周年“诵诗词·学党史·悟

初心”结对共建主题党日活动；资环学院举办“建党百年 追溯党史”

教师粉笔书法比赛；文化素质教育中心举办“不忘初心跟党走 砥砺

奋进新时代”--喜迎建党 100周年美育成果展演；工会举办主题为“学

党史 颂党恩 跟党走——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线下书画展，并在

校园网上持续推出“中国梦·劳动美——武汉理工大学庆祝建党 10

0周年”主题书画作品线上展，目前已推出四期；附属小学举行“童

心向党 庆祝百年”青少年党史学习绘画活动，带领学生们一起用生

动的语言和图片，回望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

【我为群众办实事】

学校召开规划与考核工作会。学校 6 月底召开规划与考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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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讨论“十四五”发展规划重点建设任务及指标细化方案和学校全

面深化二级目标责任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方案及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

对学校未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重要意义。

学校研发的国内首艘 64TEU内河绿色智能集装箱船成功下水。

6月 26日，由武汉理工大学国家水运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牵头研

发的国内首艘64TEU内河绿色智能集装箱船“国创号”在江苏泰州

下水，将有力推动水运交通绿色化发展，助力航运领域的碳达峰、碳

中和。

学校举行 2021届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座谈会。2021 年，我校

共招募 38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含 25名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将

赴贵州、新疆、广西、云南等地开展扶贫支教、乡村振兴等志愿服务

工作。6月 29日，学校举行 2021 届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座谈会，

副校长王世杰在会上对所有参加西部计划的志愿者表示敬意并衷心

寄语，为志愿者们壮行。

学校大学生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队出征。7月 8日，学校

举行 2021 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出征仪式，拉开学校

2021年暑期“永远跟党走，奋进新时代”主题社会实践活动的序幕，

为 200余支实践队，2000余名师生壮行。

学校学子打造智慧社区党建管理系统。学校学生和学校东社区针

对目前社区党建组织人员少、下沉党员数量多、数据统计不规范、活

动开展困难等问题，致力于解决社区常态化、长效化数字化管理，联

合开发打造“红社智联”智慧社区党建管理系统APP。

学校开展禁毒宣传和防骗宣传。6月 25日，2021湖北省“6.26”

学校禁毒宣传教育展示活动在我校举办，掀起湖北省全民禁毒宣传月

高潮；学校后勤集团联合保卫处、广发银行，在校园深入开展防骗宣

传系列活动，在余家头校区、马房山校区及南湖校区设立多个防骗知

识宣传点进行宣讲，走进校园快递服务点，把防诈骗宣传单粘贴到快

递包裹上，让更多学生知晓防骗知识。

学校开展系列安全检查及隐患排查。6月 29日，学校后勤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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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工作专项监督大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学校余区幼

儿园本着“安全无小事，处处讲安全”的原则，重点开展了幼儿园食

堂燃气及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工作；7 月 9 日国资处组织了

2021年上半年第三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废弃物的转运处置工作，加

强危化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消除安全隐患。

学校举办湖北省高校图书馆 2021 年科研创新与学科服务研讨

会。6月 25日，为期 3日的湖北省高校图书馆 2021年科研创新与

学科服务研讨会暨第三届湖北省高校图书馆科研创新能力大赛在我

校举行。与会专家围绕着图书馆馆员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的探索和实

践等诸多问题，共同探究新时期高校图书馆的定位与发展。

学校举办新增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会。7月 6日，学校研究生院

以“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全面提升研究生导师能力”

为主题举办新增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会，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提升研

究生导师的指导能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学校教职工重大疾病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

7月 6日，学校教职工重大疾病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召开第二次

会议。经审议同意，将医保药品目录中“国家谈判类药品”纳入 2020

年互助基金补助基数计算。

学校开展 2021年上半年收费管理及现金管理专项检查工作。6

月 25日，财务处、纪委监察处、巡察办和审计处等相关部门对后勤

保障处水电收费项目进行了检查抽查，检查结果表明后保处水电收费

符合国家及学校各项收费管理规范。

学校余区幼儿园举办毕业季系列活动。6月 25日，学校余区幼

儿园组织即将毕业的大班幼儿参观了学校的数字天象馆及航海模拟

实验室，提升大班幼儿对科学的兴趣，开展科学启蒙教育；7月 6日，

学校余区幼儿园举行“感恩成长 梦想启航”幼儿毕业典礼，用满心

的欢喜和祝福送别即将离开幼儿园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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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理工】

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经验介绍。《人民日报》在报道全国普通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时重点介绍了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经验。

学校新型太阳能电池研发成果在国际学界重量级刊物刊发报道。

湖北日报》7月 9日报纸上刊发报道，重点关注学校新型太阳能电池

研究成果被《Nature Energy》刊发一事。

学校打造“红社智联”智慧社区党建信息管理系统特别报道。《中

国青年报》客户端 6月 25日报道了学校学生和学校东社区联合打造

“红社智联”智慧社区党建信息管理系统一事。

学校获奖专利技术介绍。《长江日报》6月 27日报道武汉市第

二十二届中国专利奖获奖情况时重点介绍学校“大容量弱光栅阵列加

工设备及方法”专利技术。

学校研发的全国首艘64TEU内河绿色智能集装箱船下水特别报

道。中国水运网和《湖北日报》客户端连续报道学校研发的全国首艘

64TEU内河绿色智能集装箱船下水一事。

第七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文献综述大赛暨研究生

论坛报道。中国新闻网和武汉教育电视台 6月 28日连续报道在我校

举行的第七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文献综述大赛暨研究

生论坛盛况。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尔肯江·吐拉洪党课专题报道。人民网、

《湖北日报》等主流媒体专题报道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尔肯江·吐

拉洪6月 30日来校调研，与师生代表座谈并讲党课的情况。

武汉理工大学附属小学“童心向党 庆祝百年”青少年党史学习

绘画活动专题报道。长江日报-长江网特别报道学校附属小学“童心

向党 庆祝百年”青少年党史学习绘画活动。

湖北省“6.26”学校禁毒宣传教育展示活动报道。长江云发布

了 6月 25日在我校举行的 2021湖北省“6.26”学校禁毒宣传教育

展示活动现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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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辅导员入职仪式特别报道。武汉教育电视台、《光明日报》、

《湖北日报》对 7月 12日我校辅导员入职仪式盛况进行了报道。

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连续对我校进行人物专访和活动报道。中

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重点关注我校孟加拉国教师加力布对中国共产

党近20年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见闻并坚持在暑假赴中国农村

做义工，及学校信息学院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党建引

领促发展 校企共建聚合力”主题党日活动，分别于 6月 29 日和 7

月 2日进行了报道。

【红色理工】

万山海战中的理工师生：听党指挥 英勇作战

1950 年 5月至 8月，在广东珠江口万山群岛，发生了人民海军

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型海战——万山海战。这次海战创下了木船打兵

舰、抢滩攻坚的经典战例，是人民海军第一次取得海上作战胜利，受

到毛主席电令嘉奖：“这是人民海军首次英勇战例，应予学习和表扬”。

在这次战役中，我校师生加入武汉海员参战大队，参加了前线作战与

后勤支援。他们作为驾驶员和轮机手，跟随部队挺进万山群岛，血战

垃圾尾，进攻三门岛，解放外伶仃，登陆一洲岛，苦征恶战，克敌制

胜，建功受奖，书写了一段血与火的光辉历史。

1950 年初，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全国大部，国民党残

军败退至东南沿海岛屿，妄图封锁大陆，伺机反攻。收复沿海岛屿势

在必行，但我军对于渡海作战还缺乏经验，且彼时人民海军才刚建立，

兵员舰艇匮乏，需要精心组织作战力量。机械舰艇不够，只能以帆船

舢板代替；海员数量不够，就向海员较多的武汉请求支援。

武汉是长江水运重镇，在当时有着较为成熟的水运行业，成立了

武汉海员工会，也有培养水运人才的学校。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交

通学院（武汉理工大学前身之一，以下简称交通学院）就是这样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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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校。交通学院源于 1946年成立的国立海事职业学校，1950 年

初改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交通学院。学院设邮政、电讯、公路、

航业等系，1951 年改隶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改名为武汉交通学院。

渡海作战的动员传到了交通学院，师生们踊跃报名，经选拔考察，

先后有 6 名教职工和 22 名学生加入参战海员队伍。4月，武汉海

员出征时，汉口沿江大道人如潮涌，锣鼓喧天，武汉各界群众自发为

参战海员送行。

交通学院参战的 6名同学凯旋合影

前排手持锦旗者(左起)：薛明山、俞清劭

后排 4人(左起)：黎树明、李德心、黄振亚、谢潜敏

武汉海员抵达广州后不久，还未及上战场，解放军已突破国民党

海上防线，挺进海南。5月，海南岛解放，守岛残军撤退至万山群岛。

万山群岛正对着珠江三角洲，扼守广州、香港、澳门的航线，对新中

国的海防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解放万山岛的战役随之打响。随着形势

的变化，武汉海员部分返汉，余部赶赴万山群岛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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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学院师生被分配至突击 16号、突击 17号、国础号、509

艇等舰艇，先后参加了垃圾尾海战、伶仃洋炮战等战役，作为驾驶员

和轮机手为参战舰艇提供技术保障、后勤支援。掌舵突击16号登陆

艇的学生李德心技术扎实、行动果敢，率艇冲锋在前，多次首船登岛，

冒着炮火奋勇抢救落水战士 20多人。学生黄振亚所在的 509艇克服

艰难险阻，顺利完成输送兵员和给养的任务，期间多次遇险，曾被敌

炮击中船身，炮弹穿过三层甲板，甲板上鲜血横流，十余名战士死伤。

没能参战的师生颇感遗憾，教职员徐志坚返校后立即申请转入华东，

参加解放台湾的作战，为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贡献力量。

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万山群岛顺利解放。人民海军首战告捷，

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封锁珠江口、策应内地、反攻大陆”的美

梦，在新中国南海建立了坚固的海防屏障。参战的理工师生刚毅无畏、

骁勇有谋，在战后总结中受到表彰，学生李德心立一大功（大功相当

于一等功），学生黄振亚立二小功，学生俞清劭、谢潜敏各立一小功

（小功相当于三等功）。其中，李德心还被武汉市评为甲等劳模，于

1950年 9月出席了全国首届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毛

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万山海战见证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不屈斗志，也见

证了学校与国家共命运、与时代齐发展的历史轨迹，参战的师生们为

后世理工人树立了听党指挥、忠诚担当、奋勇争先的光辉榜样。

报：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教育部党史学习教

育巡回指导组

送：武汉理工大学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发：各二级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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