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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俞佩忠 王苏婷）这些

天，在嘉兴学院的校园里，多场面向不同群体

党员师生的“红船精神”相继开讲。

首场宣讲人是嘉兴学院党委书记黄文

秀。以“‘红船精神’的育人价值与实践途

径”为切入点，他从“红船精神”的形成过程、

深刻内涵、历史地位、育人价值和实践途径

等方面，与师生们分享了自己的见解和实践

感悟。他说：“‘红船精神’所蕴含的首创精

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具有跨越时空的恒

久价值和旺盛生命力。在新时代的教育长

征路上，要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红船

精神’成为广大青年学生前行的灯塔和精神

归宿。”

在面向机关党员宣讲时，嘉兴学院党委

副书记吕延勤则重点讲述了“不忘初心”的内

涵，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之心”勉励

全体机关党员牢记使命。浙江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嘉兴学院研究基地

首席专家肖纯柏，则通过阐释“红船精神”对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为党

员教师提供了理解“红船精神”的新角度。

“宣讲内容既有理论深度，又能以平实的

话语贴近听众，引起大家的共鸣，尤其对于中

国共产党建党之不易有了更深的体会，也更

感受到自己肩上育人责任的重大。”听完宣讲

后，嘉兴学院师范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丁连

生如是说。他希望今后能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多开展宣讲，让更多的党员师生乃至

全体师生从中受益、提高认识。

据悉，在开展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期间，嘉兴学院将组织14场“红

船精神”大宣讲，让学校的21个二级党组织、

2600多名党员师生接受精神洗礼，以此提振

党员师生干事创业精气神，砥砺攻坚克难意

志力。

本报讯（记者 陈蓓燕
通讯员 唐佳丽）近日，由

浙江传媒学院师生集体创

作的音乐剧《红船往事》面

向大一新生开演。

这是该校发挥学科专

业优势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举措之

一。浙江传媒学院党委书

记杨立平表示，主题教育应

彰显高校特点，形象生动才

有助于入脑入心。为此，该

校通过“演、讲、唱、诵、创、

寻”的“六字经”，以一系列

红色主题情景式体验活动，

在全校掀起了“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活

动热潮。

而在2019级研究生开

学典礼上，杨立平则勉励学

生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认真学习《习近平

的七年知青岁月》，从中汲取

前行的青春力量，滋养初心

使命，努力实现人生价值。

在本科生开学典礼上，校长

徐小洲也向3433名新生讲

述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鼓励

他们感恩先辈的辛勤与牺

牲，立志以家国情怀推动

民族繁荣、以知识创新推

动行业发展，在推动我国

传媒事业不断向前中实现

自我价值。

在主题教育期间，各二

级学院还纷纷举办“我与祖

国共奋进”主题演讲等活

动，引导学生在讲述中抒发

新时代学子与祖国共奋进、

不忘初心担使命的青春情

怀。同时，还组织师生举行

“不忘初心跟党走，高歌唱

响新时代”合唱大赛，15支

合唱队逾千名师生在歌声

中“唱”响爱国情怀。此外，

还举办了主题教育诗会，以

《日出东方》《改革富强》《走

向辉煌》3个主要篇章，由校

领导集体诵读习近平金句，

带领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

词，表达坚定跟党走的永恒

之心与坚守初心使命的忠

诚之志。

为扎实推进

主题教育，该校

还分批组织师生

走出校园寻访红

色足迹。学校国

旗护卫队“红色文化体验寻

访调研”实践团队5次探访

杭州红色文化胜迹，文化创

意与管理学院“浙时红传”

实践团队赴福建省宁德市

探访红色古村落，在实践调

研中传承红色基因。

借助学科专业的独特

优势，浙江传媒学院师生还

完成了党员教育片《难忘初

心》的创作和摄制。该片共

分5集，以5位浙江籍的革

命先辈的历史事迹为题材，

分别讲述了《共产党宣言》

首译本作者陈望道、红色资

本家卢绪章、一代进步报人

邵飘萍、中国共青团创始人

俞秀松和隐蔽战线英雄朱

枫等人坚守初心使命、生死

不弃的革命往事。12集教

育片《新时代奋斗指南》和8

集教育片《不忘初心学党

章》也相继录制完成，将成

为全国开展主题教育的红

色教材。

念好“六字经”

浙传推动主题教育走实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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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原创音乐剧《初心晨启·宣言》在宁波
大学林杏琴会堂上演。音乐剧生动再现了革命
战士张人亚誓死守护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
《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党的早期重要文献的感
人故事，宁大7000多名党员师生受到了一次深
刻震撼的红色洗礼。图为演出现场。

（本报通讯员 游玉增 摄）

再读宣言

20场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
等你参加

本报讯（记者 武怡晗）就业季来临，省教育厅

日前发布了2020届高校毕业生系列专场招聘活

动，活动时间从11月10日开始。

其中，由省教育厅指导，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

导服务中心和相关高校共承办8场专场招聘会，分

别为农林水利类专场（浙江农林大学）、海洋类专场

（浙江海洋大学）、文化创意类专场（浙江传媒学

院）、财经商贸类专场（浙江工商大学）、医药类专场

（温州医科大学）、师范类专场（浙江师范大学）、综

合类专场（宁波大学）和寒门学子专场（浙江中医药

大学）。

同时，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设区市

人力社保部门和高校共同举办12场专场招聘会。

“浙江省大学生网上就业市场”（http://www.

ejobmart.cn）也将举办2019年秋季网络招聘会和

2020年春季网络招聘会，有意向者可登录网站查看。

本报讯（记者 金 澜）刷身份

证 ，输 入 基 本 信 息 …… 不 到 一 分

钟，温州市洞头区鹿西岛岛民蒋女

士就在家门口的鹿西乡政务服务

中心“瓯 E 办”机器上领到了高中

学历证明书。

不用专程跑到市区，全程智能化

办理，这是温州市刚刚推出的高中教

育阶段学历证明自助“闪办”服务。

通过研发“学历证明书自助闪办”系

统、嵌入教育局学历证明电子印章、

开展历史档案数据化等一系列措施，

该市实现了高中教育阶段学历证明

书自助“闪办”。原本法定期限20个

工作日的学历证明办理，现在利用数

据共享缩短到数秒。

记者了解到，温州市县两级教

育部门对该市尚未建立电子学籍档

案的 1999 年至 2008 年毕业的普通

高中学生和 1991 年至 2002 年毕业

的职高、中专和成人高中学生的学

籍档案实施数字化处理，并建立了

涵盖毕业学校、毕业证书编号等 10

余项字段的历史学历档案数据库，

从而有效延展了学历证明“闪办”

的时间范围。

此外，该事项还被列入了温州

市政府打造的服务温商“全球通”目

录。未来，借力该市政府“全球通”

省外服务点，人在外地、需要办理学

历证明书的温商也都能通过当地的

服务点办理。

10月23日，东阳市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校园邮展，通过展出反映经济、交通、
文化等各领域发展的相关邮票，开设邮票知识讲
座，引导青少年认知集邮文化，增加他们对新中国
成立70年来辉煌成就的了解。图为东阳市第二实
验小学校园内，师生在参观邮展。

（本报通讯员 包康轩 卢 双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王伊米）浙江省

人民政府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

建中国计量大学意见签约仪式日前在

乌镇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

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肖亚庆出席签约仪式。副省长成岳冲

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党组成

员孙梅君代表双方签署意见。

根据共建意见，双方将在学校博

士学位授予权申报、优势特色学科建

设、重大平台发展、科技成果转化、国

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给予学校更大支

持。接下来，中国计量大学将抓紧落

实省部共建协议相关内容，进一步把

办学特色融入总局和浙江省工作的大

格局中，紧紧围绕市场监管事业发展

和浙江省“两个高水平”建设目标，努

力提升办学质量与水平，进一步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社会服务能

力，不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大力提升

教育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更好地服务国家市场监管事业

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据介绍，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共建中国计量大学，是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和市

场监管工作重要论述的直接体现，是

深入实施质量强国战略，推进浙江高

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是

推动市场监管领域智库建设和人才培

养的生动实践。共建意见的签署，将

有力推动学校全面建成特色鲜明的高

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更好地发挥学

校在服务高质量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

省政府秘书长陈新，省政府副秘

书长蔡晓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人事

司司长方跃林，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

公厅副主任柴保国，省教育厅党委书

记、厅长陈根芳等出席签约仪式。

省政府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共建中国计量大学

鄞州上线
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

本报讯（通讯员 陈 成）作为全国首批数字化

学习先行区，宁波市鄞州区日前正式上线了终身学

习公共服务平台。

平台围绕全民终身学习的多元化需求，开设了

在线课堂、精彩活动、学习风采等栏目，新推出公益

大讲堂、学习共同体等模块，在满足市民自主学习的

基础上，增加了各类线下学习活动的宣传组织、赛事

展评、教学资源征集等功能。同时，该区还推出了

“善学鄞州”公众号，方便居民通过手机终端实现远

程学习。

在平台培训会上，鄞州区成校校长纷纷点赞平

台的强大功能。接下来，该区将通过组织专员培

训、线下活动等方式，抓好平台的运作与推广，使之

真正在推动终身学习、优化学习管理等工作中发挥

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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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高中教育学历证明自助办

义乌学校有了健康副校长

本报讯（通讯员 龚琴娟）近日，义乌市教育

局和卫生健康局联合下文，明确在当地中小学、幼

儿园实施“健康副校长”制度。

据介绍，健康副校长将服务于义乌全市170余

所中小学、幼儿园，主要职责包括直接参与、指导、

督察学校卫生管理工作，协助开展卫生相关应急

演练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协调并指导学校

开展健康教育等。

健康副校长人选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镇街

卫生院等部门从事卫生工作的人员中选任，由市

卫健局推荐、教育局备案。首批聘任了24人为健

康副校长，任期3年。其工作情况将纳入其单位

和个人年度考评，与个人晋职、晋级和评优评先

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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