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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在党旗下凝聚 

——记学校 100 期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训班 

 

为切实保证发展新党员的质量，1990 年 6月 11日至 17 日，由校

党委组织部牵头，举办了我校第一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1990 年 9

月，党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通知》，强调高等学

校要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党校。校党委认真落实《通知》精神，1990年

11月建立党校。校党委党校自成立之日起就承担了教育培训入党积极

分子的工作。1990 年 12 月，校党委组织部、党校举办第二期入党积

极分子培训班。从 1990 年 6月至 1997 年 5月，党校先后共举办 24期

培训班，培训班名称一直为“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培训对象为“经

过党支部一年以上培养、教育、考察，表现突出，基本具备党员条件

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方式主要有集中动员、上专题课、个人自学、

分组讨论、考试总结。 

1997 年 9月，组织部、党校举办第二十五期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

象培训班，培训班名称首次由“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变更为“入党

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训班”，培训对象调整为“经过党支部培养教育和

考察，政治立场坚定，表现突出，基本具备党员条件，列为发展对象

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方式在原有做法的基础上发生较大变化，首次

增加“外出参观”这一特色培训方式，组织学员到息烽集中营等参观

学习，并且这一培训方式一直沿用至今，进一步有效增强了培训班的

培训教育效果。 

进入 21世纪以来，组织部、党校着眼于不断提高入党积极分子教

育培训质量，坚持目标导向、需求导向、问题导向，与时俱进调整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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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思路，多措并举创新培训模式，不断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入党积极

分子提出的新要求，努力实现培训方式、培训主体由单一向多元转变。

从 2010 年秋季学期起，党校面向全校入党积极分子开设了 32 学时 2

学分的《党的基本知识》公共选修课（或专题讲座），并把入党积极分

子选修情况作为入党考核的重要内容，为提高党员发展质量奠定了坚

实基础。为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教育职能，2013 年 10 月，成立求

是学院分党校，分党校在学校党校的正确指导下，独立自主举办入党

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训班。 

二十七载辛勤耕耘，二十七载春华秋实。从 1990年举办第一期入

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到今年上半年举办第 100 期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

象培训班，27 年来，共培训入党积极分子 28379 人。在近 30 年的发

展历程中，培训班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改革创新、务求实效，

始终坚持正确的办班方向，始终发挥培训班在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

中的主阵地、主渠道、主课堂作用，把教职工生中的大批优秀分子集

聚在党旗下，对推动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起到了积极作

用。 

不待扬鞭自奋蹄，一路奋进一路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

进一步认清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工作的方向和任务，进一步增强做好入

党积极分子培训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创新入党积极分子教

育培训理念、模式、内容和方式方法，突出办学特色，提高办学质量，

为建设一支高素质入党积极分子队伍、源源不断地为党组织输送新鲜

血液，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为办人民满意贵州师范大学提供更加坚强

有力的思想教育保障。 

 

（来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 73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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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大学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训班举办 100 期庆

祝大会隆重举行 

27载光辉历程，砥砺奋进谱华章；27载春华秋实，齐心协力铸辉

煌。5月 23日，贵州师范大学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训班举办 100

期庆祝大会在花溪校区大礼堂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韩卉出席庆祝大

会并讲话，校党委副书记、学校党校校长银熙惠主持庆祝大会。应邀

出席大会的往期发展对象培训班学员代表，各基层党委（党总支）书

记，各有关基层党委组织员，第 100期入党积极分发展对象培训班指

导教师，花溪校区教学单位师生党员代表，花溪、宝山两校区第 100

期发展对象培训班学员共 1000余人参加了庆祝大会。 

  

 

  

晚上 7时许，庆祝大会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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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大会上，贵州师范大学第 1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学员、现

学校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训班指导教师、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党

委书记杨建红，贵州师范大学第 64期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训班学

员、全国“优秀教师”、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第一届“马云乡

村教师奖”获得者、普安县兴中镇兴中小学教师陈美荣，贵州师范大

学第 78期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训班学员、文学院 2014级研究生

舒梦月作为培训班学员代表先后发言，她们深情地回顾了参加入党积

极分子培训班的点点滴滴，表示通过参加培训班的学习教育，进一步

夯实了思想基础，提高了理论水平，入党动机进一步端正，党性修养

不断增强，为成为一名合格党员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热烈的掌声中，韩卉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首先代表校党委

向长期以来为培训班顺利举办和学校党校事业创新发展积极工作、无

私奉献的全校广大党务干部，培训班教学人员、指导教师和组织部、

党校干部表示衷心的感谢，对组织部、党校培训班 27年来连续举办 1

00期培训班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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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卉在讲话中回顾了培训班的发展历程，她指出，1990 年 6月 1

1 日至 17日，由组织部牵头举办了我校第一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1990 年 11月建立党校，党校自成立之日起，就承担了教育培训入党

积极分子的工作。从 1990年 6月至 1997 年 5月，先后共举办 24期入

党积极分子培训班。1997年 9月，组织部、党校举办第二十五期入党

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训班，培训班名称变更为“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

象培训班”，培训方式在原有“集中动员、上专题课、个人自学、分

组讨论、考试总结”的基础上，首次增加“外出参观”这一特色培训

方式，组织学员到息烽集中营参观学习。进入 21世纪以来，组织部、

党校不断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入党积极分子提出的新要求，努力实现

培训方式、培训主体由单一向多元转变。从 2010年秋季学期起，党校

面向全校入党积极分子开设了 32学时 2学分的《党的基本知识》公共

选修课（或专题讲座），2013 年 10月，成立求是学院分党校，在校

党委和学校党校的正确指导下，独立自主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

培训班。从 1990年举办第一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到 2017年 5月

举办第 100期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训班，27年来，共培训入党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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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分子 28379人，教职工生中的大批优秀分子集聚在党旗下，对推动

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韩卉强调，27年坚持，100期办班，许多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

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继承和发扬。必须坚持党校姓“党”、党委管班，

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

马克思主义学风，必须坚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党校事业和培训班

工作发展，必须加强党校和培训班自身建设。 

韩卉指出，当前，党校事业发展和培训班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

任务，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校工作会议精神，贯彻执行《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更好地肩负起办好党校和发展对象培训班的各项职责和任务。她对新

形势下办好学校党校和发展对象培训班提出五点要求。一是必须始终

坚持党校姓党、党管培训班这个前提，牢固树立“党办党校”、“党

委办培训班”的责任意识，坚持把培训班工作作为党委的一项重要工

作，放在全校工作的大局中来审视、谋划和部署，形成全校各级党组

织重视支持党校事业和培训班工作的良好环境。二是必须始终坚持深

化改革这个根本，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指导

相结合，让学员在灵活多样的课堂学习和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中汲取

知识、净化心灵、升华境界。三是必须始终坚持质量兴班这个核心，

坚持分类施学、因需施教，科学设计教学内容，积极创新教学方法，

努力提高培训班教育培训质量。四是必须始终坚持人才强校这个关键，

坚持“开门办学”，改善培训班教师的来源结构，健全完善激励机制，

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五是必须始终坚持从

严治校这个保证，进一步健全完善培训班学习、组织等管理制度和考

核评价机制，坚持严教、严管、严考，以严格的管理保证学习培训效

果。 

银熙惠在主持大会时指出，韩卉同志的讲话，针对性、指导性和

可操作性都很强，为下一步推动学校党校事业发展和培训班各项工作

迈上新台阶指明了正确方向，全校各级党组织和组织部、党校要认真

学习贯彻，为推动学校党校事业发展和培训班各项工作创新发展作出

新的贡献。 

（来源：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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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书记韩卉为贵州师范大学第 100 期入党积极分子发

展对象培训班作专题报告 

6 月 1日晚 7点，校党委书记韩卉在学校花溪校区礼堂为贵州师

范大学第 100期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训班作题为《坚定理想信念

坚守精神追求》的专题辅导报告，来自宝山、花溪两校区的发展对象

培训班学员和全校学生党员代表共近千人聆听了专题报告。 

 

     

韩卉书记从“理想信念是非常重要的”“理想信念是具体的”“理

想信念是永恒的”等三个方面，运用生动鲜活的事例，从理论和实践、

历史和现实的高度，深刻诠释了什么是理想信念，共产党人如何在学

习和实践中树立和坚定理想信念，对青年入党积极分子和学生党员坚

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追求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迪和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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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卉书记的报告在培训班学员和学生党员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

通过聆听报告，学员普遍反映，韩书记的报告报告立意深刻、站位高

远，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既有理论的科学阐述，又有实践的深切感

悟，思想性、针对性和指导性都很强，使大家深受教育、受益匪浅。

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韩书记的专题辅导报告精神同学习党章党规、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牢记身份责任，勇担历史

使命，以实际行动争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来源：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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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及校友寄语 

 

青年学生成长进步的摇篮，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阵地。祝贵州师范大学

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训班越办越好！ 

                                        ——贵州师范大学校党委书记  韩卉 

 

二十七年的坚守，一百期的传承。不忘初心、继往开来。争做青年楷

模，勇当时代先锋。 

                              ——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李建军 

 

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训班学员要坚守理想，不骄不馁；不惧挑战，

承担重任；志存高远，从小事做起。 

             ——贵州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党校原校长  何才华 

 

坚持求真务实、改革创新，不断推动学校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训

班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贵州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  蒲芝权 

 

因势而兴，因时而盛。因爱而严，因责而慎。二十七载，硕果累累。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原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党校校长，现贵州广播

电视大学（贵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邓惠宾 

 

坚持科学定位，发挥党校优势，突出党校特色，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努力培养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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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大学党校原常务副校长，现任

贵州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吴涛 

 

播撒信念种子，放飞青春梦想。 

——贵州师范大学原组织部部长，现任贵州大学纪委书记  汪海波 

 

学有所成，报效祖国，让青春的花朵在共筑中国梦的征程中绽放！永

跟中国共产党前进！ 

                        ——贵州师范大学党校原副校长  穆家明 

 

感谢您谆谆教诲，我定初心不忘；祝愿您薪火相传，信念生生不息。 

                     ——贵州师范大学党校原常务副校长，现中科院

上海药研所党群办主任  岳岚 

  

持之以恒，锐意创新，继续办好师大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训班，

为贵州高校党建工作增光添彩。 

——贵州师范大学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训班原指导教师  易群芬 

 

 

（来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 73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