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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改革进行到底，加快“双一流”建设步伐
——我校师生热议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二）

2018 年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大会，隆重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的光辉历程，深刻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表彰为改革开放
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
现场发表重要讲话。会后，我校师生迅速掀起热议大会和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
浪潮，纷纷结合自身工作和学习实际，谈体会、讲收获。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麻艳群：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在改革开放的第 40 个年头，习近平总书记“要幸福就要
奋斗”的号召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在过去 40 年里，我们的奋斗精神主要体
现在吃苦耐劳方面；而当今，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新时代，我
们的奋斗精神将体现在发挥聪明才智的创新创业方面。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以创业创造高品质生活。我们在为幸福而奋斗的过程中，也终将因为奋斗活得更
幸福。

机械工程学院党委委员、辅导员程锐：
改革开放 40 周年，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庆祝大会表
彰 100 名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改革先锋，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既有专家、学
者，又有工农群众，既有伟大科学家，又有普通劳动者，既有中国公民，又有国
际友人，让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是亿万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也更加
坚定自己在平凡的岗位上力争做出不平凡业绩的信念和决心。

国际学院教师冯艳：
改革开放的历程已经走过 40 年。40 年来，中国从城市到乡村，都发生天翻地
覆的变化，经济的腾飞，生活条件的改善，都反映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40 年的
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社会主义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回眸昨天，祖
国成就辉煌；展望未来，我们豪情满怀。作为一名普通的高校教育工作者，我要
以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受表彰的 100 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为榜样，时
刻牢记党的宗旨和使命，努力提升自己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在平凡的教师工
作岗位上，做好每一件具体工作，实践教学改革，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为党旗
增光添彩，为学校综合改革和“双一流”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国际学院科研秘书刘馨元：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跨越腾飞的 40 年。40 年艰苦奋斗，40 年风雨磨
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睿智的共产党人抓住了富强的契机。这是一个收获的
季节，更是一个激情飞扬的时代。中华民族是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民族，是中
国人民的奉献创造了伟业，创造了历史。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的祖国，带领
我们前进，带来今天的幸福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闭，只会越开越大。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奋斗。相信有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进一步改革开放，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能够走向
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继续教育学院教师黎耀凡：

开放后，祖国的繁荣与昌盛。我感叹，时间的飞逝如梭，我更骄傲，生活在这样
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172 支部党员黄俊博：
一个伟大的时代中，享受着现代化生活，享受着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福利。我
们唯有更加勤奋工作，努力拼搏，才能报答这个时代。唯有坚持不断地学习进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主持人所说的“自信中国，中国自信”八个
步，才能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我坚信，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
字是对改革开放 40 年目标和成果的最好诠释。表彰先锋模范人物则体现了改革开
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在这不凡的日子里，祝福伟
放 40 年来中国在各领域，各行业，各方面的重大进步。改革开放是决定近代中国
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勇往直前。
命运的关键抉择，这些优秀模范和各个领域的先锋，他们弘扬敢闯敢先的精神品
质，冲破思想固化的束缚。我们需要不断学习这样的精神，这是将改革开放进行
艺术学院教授张明学：
到底的的必要品质，要敢于啃硬骨头，无私奉献。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
伟大的精神也会更好地引领时代，向改革开放优秀模范的学习正在路上。
收听收看在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我深感鼓
舞，心情喜悦。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受到表彰的改革开放杰出代
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162 支部组织委员赵晓光：
表的先进事迹，我看到了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只有改革开
放，解放思想，国家才能发展、富强，人民生活才能不断的改善、提高。习近平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的目的在于肯定改革开放 40 周年以来取得的成就和
总书记反复强调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改善人民的生活是我们追求的目
辉煌，总结改革经验，同时表彰 40 周年以来为各行各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人
标，让人深深感受到对民生的重视，心里装着人民，时刻想着人民。在各行各业
物。印象深刻的是大会邀请每一位先进人物通过电视镜头发表获奖感言，体现国
中涌现出的人才，是时代造就了他们，他们用智慧和才华，走在改革开放的前
家对先进人物的重视，有利于引领各行业向这些先进人物看齐，奋发有为，加快
列，也取得骄人的成就，为改革开放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是我们的楷模，是我们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国当前正处于深化改革关键期，人才引领是一把民
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作为文化艺术的工作
族复兴的钥匙。通过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表彰人才，正是重视人才的表现，
者，我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坚持“四个自信”，创造出更多
也是我国人才强国建设稳步推进的表现。
的文化作品，讴歌新世纪，讴歌改革开放 40 年的成果，讴歌党的领导，讴歌人民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用艺术作品鼓舞人，塑造人，感染人，教育人。用实际行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8 级专硕学生彭培培：
动在教育行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 《春天的故事》 一曲中，大会完成了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杰出代表的表彰。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过去 40 年取得的辉煌成果，总结改革开放以
来的宝贵经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要求下继续深化改革，为实现“两个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对改革开放充满信心。继往开来，中国的发展
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中国特色社会
永不止步，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改革开放我们走过千山万水，我们还要跋山涉
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40 年来，在党的
水。党的十九大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中国也踏上新的历史征程。
领导下继续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作为基层干部，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克服改革开放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努力前
社会主义思想是其最新成果。40 年的历史，是国家综合国力从“崩溃边缘”到
行，为学校“双一流”建设和“部区合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惊艳世界”的历史；40 年的历史，是一次次思想解放、破除思想束缚的历史；40
年的历史，是建立现代化国家发展模式的历史；40 年的历史，是由单向经济发展
电气工程学院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2017级研究生胡弘： 拓展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推进的科学发展的历史。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言，40 年实践取得的成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党和人民不
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巨大飞跃。改 懈努力奋斗而来的，值得我们为党、为国家、为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
革开放的 40 年里，涌现了一批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他们的事
迹是感人的，他们的精神是不朽的。在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家各方面的建设都取
医学院制药工程专业 172 班学生岳青林：
得了长足的进步。时间证明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先进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幸福感的增强是改革开放有效性的直接体现。我们很幸运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在经济、文化、教育、农业、军事国防和医疗等方面取
代，有机会为国家的进步而效力，有机会见证祖国的伟大复兴。
得重大突破。今天医学院师生一起观看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会上表彰了改
革先锋模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党和国家取得的伟
农学院专硕党支部书记、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2017级研究生袁郑鹏： 大成果，表彰改革先锋，指明中国的前进方向，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40 年的实践证明，党带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走改革开放这条道路是正
40 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和深远 确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通过观看庆祝大会，让我们在
影响已经、正在并将进一步在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的进程中充分显现出来。改 思想上更坚定地支持改革开放，向改革先锋模范学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革开放使我们生活的时代如此美好，这种幸福、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值得我们 出自己的一份力。
倍加珍惜和爱护。作为一名研究生，我们要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和使命，努力提高
自身的政治素质、学习和工作能力，认真学习，踏实工作，开拓创新，为实现中
我校易班工作站学生徐安杰：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资源环境与材料学院副处级组织员赵根生：

农学院农资本科生党支部预备党员、农资专业162班学生韦思静：
收看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电视直播，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之
后，我深受鼓舞，心潮澎湃。改革开放 40 年，社会主义新中国，基本解决困扰中
华民族几千年的温饱问题，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日益提升，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看完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我意识到改革开放
我感同身受，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我将认真学习改革先锋的英 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是中国特色
雄事迹，坚决拥护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拥护改革开放，做改革开放的践行者、 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实践。我对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中的话印象深刻：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
宣传者，立足本职岗位作出新贡献。
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这使我意识到，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要从自身
实际出发，勤奋刻苦，努力学习，为实现中国梦添砖加瓦，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学工组教师文静：
通过收听收看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我深刻地感受到 40 年来祖国波澜壮
阔的变革，中华大地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国家和民族发
展的壮丽史诗，改革开放让国家越来越富强，人民过上了幸福美好生活。改革开
放，是中国的时代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伟大历史性创造。40 年
来，我们在世界这个汪洋大海中，沿着中国航线，驾驶着我们这艘不断成长的
“中国号”巨舰，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在未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将继
续建设美丽新中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商学院教授岳桂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述，改革开放的伟大功绩必定载入史册，大会总结 40 年
来的经验、教训和成绩，同时又对未来提出新的发展方向。在未来的路上，我们
仍然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增强作为一名党员的责任感，不断学习，做一个
德才兼备的人；做一个有信心、讲信念、有信仰的人。改革开放需要大家团结起
来，才能取得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

商学院副教授郭南芸：
在观看完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我感受深刻。40 年来，在党的领导下，
改革开放取得伟大的成绩。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下，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取得
巨大的成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的改革需要不断深化，必须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作为一名教师、一名经济科学研究者的责
任。我会继续刻苦研究，不断创新思维，在教育的工作岗位上，不断努力，为社
会经济建设输送经济人才。

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食工学生党支部书记曹泽胜：
改革开放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之一，涌现了一批又一批
改革先锋模范，他们大胆地试，勇敢地改，不断开拓创新，抓住每一个机会尝试
发展，使得中国不断强起来、富起来，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
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在享受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时，更应该有责任、有使
命，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奋斗。

商学院财务管理第二党支部书记、财务管理专业2016级1班学生邓晶晶：
改革开放 40 年，国家在党的领导和全体人民的努力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当代大学生，在改革开放的新浪潮中，我们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迎接挑
战，在掌握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增强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去
迎接未来的不确定性，积极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述，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回想祖国几十年来的风雨
变化，可以得出一个道理：国家是人民的保障，人民也正是组织起国家的成员。
我们只有努力学习，积极奋进，才能将国家建设得更美好。

商学院研究生 2016 级第一党支部书记、企业管理专业
2016 级 1 班杨馥菁：

所有观看现场直播的党员都激情澎湃。我们自豪于短短 40 年间中国翻天覆地
的变化，感慨中华儿女有担当、有作为、不断创新的精神，反思我能够做什么？
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要踏出校门，走上社会，希望今后都能在岗位上无愧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团委书记周嫱：
于共产党员的身份，能真正做实事，做一名有价值的人，发扬“螺丝钉”精神，
坚守阵地，为人民服务，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作为一名中国人，一名中共党
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安徽凤阳小岗村、经济特区、国企改革、教育改 员，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祖国的腾飞奉献青春与激情，砥砺前行。
革、“一带一路”……这一个个关键词让改革道路历历在目，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过去所有的努力成为今天中国繁荣富强面貌的助推器。大到国际形势，小到衣食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技术专业 141 班学生扶世英：
住行，我们正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代表中国速度的高铁，移动设备的支
付方式，九年义务教育，共享单车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作为一名学生辅导员，
很荣幸能够作为一名大学生党员参与到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的学习当
我应立足本职，尽己所能，积极投身学校的“双一流”建设。
中，这一年我经历了学校建校 90 周年、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等具有重要意义的活
动。我为自己是其中一员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这一系列活动拔高了我对人生的
医学院讲师陆翠霞：
期盼，让我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作为这个时代的一员，我们应该着眼社会、着眼
国家、着眼“地球村”，尽全力提升自身价值，为未来发展添砖加瓦。在这个伟大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40 年，中华大地沧桑巨 的时代，在这伟大精神的感召下，我们应该切身参与到祖国建设进程中，树立正
变。纵观世界，放眼国内，无处不体现着改革开放 40 年的巨变。随着祖国的腾 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现阶段身为一名大学生，我希望通过自己努力学
飞，各行各业都取得辉煌的成就，工业、农业、交通、国防、教育、人民生活， 习、认真工作、积累知识和能力，争取未来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帮助。
衣、食、住、行处处展现迷人的风采。作为 80 后的一员，我有幸亲眼见证了改革

4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坚持改革开放，取得
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都离不开改革开放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老一辈改
革开放工作者为我们开拓了道路，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有责任、有能力、
有梦想接过改革开放的大旗，更好地完成“改革开放三步走”战略，更好地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宣传部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