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 月 29 日， 首届贵州省

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在贵州

师范大学花溪校区成功举行。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省内 12 所本

科高校的 95 支队伍参加比赛， 最终

47支队伍进入了决赛。 决赛分创新组

与创业组，参赛项目涉及方向多样。

经过激烈角逐， 贵州师范大学

“梅花个体内花柱长度的变异及其对

繁殖成功的影响” 、“水晶葡萄酿酒酵

母菌分离筛选及酿酒性能研究” ，贵

州医科大学“贵州玉米穗病治镰刀菌

的分离及种群结构分析” ， 贵州师范

学院 “希牧巴氏贵州紫云红薯酸奶”

四个项目获得一等奖。

据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院

长、教授瓮庆北介绍，生物学科是一个

实验型的学科， 非常重视对学生实践

能力的培养， 从此次大赛的参赛队伍

和项目来看， 反映了学生兴趣的多样

和各高校对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

（本报记者 商昌斌）

联合汇演现场

本报讯 6 月 26 日，大树教育

举行了党支部庆“七·一” 暨省考

面试班结业典礼。

“省考面试即将来临，面对考

前焦虑， 最重要的三点便是———心

态、状态、内容。因为考前心态决定了

你的精神状态，同时也会影响你的答

题内容。 ”任火旺老师登台，为大家

进行经验分享。张英奎老师带来综合

分析题的答题思维和思路。

武术、钢琴独奏、小合唱……在

公考大师们的分享过后， 学员们纷

纷上台，展现各自多才多艺的一面。

贴心的老师们还在现场为各

位学员准备了御守、 福袋以及贺

卡， 为大家即将到来的 7 月 13 日

省考面试祝福加油。

结业典礼后，大树党支部开展

了 “重温入党誓词， 牢记入党初

心” 主题活动。 在庄严的宣誓声

中，全体党员表情坚定，举起右手，

决心以党章严格要求自己，牢记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随后， 支部还组织全体党员

学习了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

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等内容， 旨在不断加强党员政治

思想素质的提升， 进一步增强党

员的“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

信” 和坚决“两个维护” ，教育和

引导支部党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和优异的工作业绩向建国 70 周

年献礼。

（本报记者 孙维娜）

不忘初心 履行党员使命

大树教育举行庆“七·一”暨省考面试班结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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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本报讯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

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

程， 履行党员义务……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

牲一切，永不叛党。 ” 6 月 30 日，在

贵阳市六医，102 岁的老党员刘昌

武和 9位 90多岁的老党员，在病人

活动室，一起重温入党誓词，追忆峥

嵘岁月。

当天上午 9 时 50 分，10 位老

党员在护士的搀扶下一起来到病人

活动室，这 10位老党员有 6 位坐着

轮椅，4位勉强能走动。 老党员们在

这样的身体状况下还能参加活动，

让现场很多年轻人为之感动不已。

在重温入党誓词前， 市六医党

委委员徐桂林同志， 亲手为所有老

党员戴上党徽，送上鲜红的党章，护

士朋友还将准备好的鲜花送给老党

员们，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

在市六医团委书记余波的带读

下，10 位老党员一起举起右手，用

庄严的声音共同重温入党誓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

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 对党忠诚， 积极工

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

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

重温完入党誓词， 现场响起热烈的

掌声。

102 岁高龄的老党员刘昌武，

现在思维依然很清晰，他告诉记者，

他是山东人，1944 年当兵入伍，

1945 年入党，当时许世友将军是他

司令员。他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

役，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头部腿

部受伤，解放后参加贵州建设，见证

了贵州的发展。刘老说，现在是个好

时候，市场活跃，感谢党感谢国家，

今天能重温入党誓词，他十分激动。

今年 95 岁的老党员贾振北告

诉记者，6 月初， 他们几个 90 多岁

的老党员，在病人活动室相遇，他们

想在建党节到来之际重温入党誓

词，通过这样的仪式，感谢党中央，

感谢这个伟大时代给大家带来的福

祉，于是将此事告知医院。

市六医团委书记余波说， 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8周年，在我们

六医住院治疗的 10 位 90 岁以上高

龄的老党员，自发重温入党誓词。医

院党委办公室得知此事后， 积极主

动配合，准备了党旗、党徽、党员手

册，帮助老党员完成这个心愿！这些

老党员最大的 102 岁， 最小的 93

岁，平均年龄 96岁。

余波还说， 能跟老党员一起重

温入党誓词，心情特别激动。作为年

轻党员， 我们要学习老党员追求真

理、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学习老党

员不怕牺牲、艰苦朴素、大公无私的

奉献精神！

（本报记者 孙征康）

纪念建党98周年、追忆峥嵘岁月……

10位老党员 重温入党誓词

10位老党员合照

本报讯 《游子吟》、《拾豆

豆》、《我的中国心》……一个个精

彩的节目赢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

日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 98周

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五

四” 运动 100 周年，贵阳市市东小

学党支部联合东新小学党支部、王

武监狱十二监区党支部开展主题为

“树家园情怀 颂崭新时代” 的联合

汇演活动。

据了解， 本次活动由市东小学

党支部牵头，东新小学党支部、王武

监狱十二监区党支部共同组织，共

有在职和退休共产党员、 青年教师

代表、 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 150 余

名参加庆祝大会。

6 月 28 日活动正式举行，市

东小学师生、东新小学同学、王武

监狱十二监区干警同志分别用他

们的舞蹈 《游子吟》、《芳华》、

《舞动青春》、《跳出苗家新生

活》、《拾豆豆》《土家银铃》

……，歌声《我的中国心》、《为

了谁》，诗朗诵《信念永恒》，手

语表演《让爱传出去》等多种形

式的表演， 向伟大的党和祖国送

上最深情的祝福。

在本次大会上， 还特别组织

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进一步

增强了党员干部的责任感、 光荣

感和使命感， 号召广大党员牢记

党员身份， 以实际行动为党旗增

光添彩。

（本报记者）

歌舞颂时代 祝福送祖国

市东小学、东新小学、王武监狱十二监区党支部开展联合汇演

■相关新闻

本报讯 6 月 28 日至 30 日，中国

民族医药学会儿科分会换届选举会议

暨第五次学术大会在贵阳举行， 会议

以专家讲座等形式，共享中医、民族医

药儿科研究成果， 为来自全国各地的

近 400 名儿科专家搭建学术研讨、交

流合作、创新发展的学术共享平台。

据介绍，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儿科

分会成立于 2015 年，目前已成为中国

乃至世界的中医药民族医药最高的儿

科专业学术团体之一， 是全国民族医

药儿科一流学习教育平台。

经过无记名投票， 中国民族医药

儿科分会新一届理事会产生， 丁樱连

任会长，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窦雅琪当选副会长。

（本报记者 张梅）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儿科分会

第五次学术大会举行

各地专家齐聚贵阳

共话儿童健康发展

本报讯 6 月 27 日至 30 日，由贵

州省新生儿医学医疗质控中心主办，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承办的贵州省第

二届新生儿复苏技能大赛在贵阳举

行，贵阳市妇幼保健院等 5 家医院进

入决赛。

据悉，比赛以实际操作为主，具体

包括复苏原理、复苏准备、初步复苏等

技能现场实际操作和演练。

本次初赛队伍来自全省 94 家单

位，120 支参赛队伍，380 余名医护人

员参加比赛。 其中，贵阳市（含三县一

市） 共计 11 家医院 24 支参赛队，50

余名医护人员参加比赛。

决赛由 30 支队伍参加，最终修文

县人民医院、清镇市第一人民医院、贵

阳市妇幼保健院、 贵阳市第二人民医

院、 清镇市妇幼保健院等 5 家医院进

入决赛。 （本报记者 成虹飞）

我省举行

新生儿复苏技能赛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等 5 家医

院进入决赛

首届贵州省大学生生命科学

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四个项目获一等奖

典礼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