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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东南大学委员会宣传部  
 

 

校党宣„2023‟1 号 

                             

 

 
东南大学师生理论学习指南 

（2023 年 3 月） 
 

各党工委，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委各部、

委、办，工会、团委：  

现发布 3月份全校师生理论学习指南，请参照执行。 

一、焦点关注 

1.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习

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 

2. 切实加强基础研究 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习近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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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管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在京举办 

4.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在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5. 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

的成功路径——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6. 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7.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届一

中全会上的讲话《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 

8.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当前经济工

作的几个重大问题》 

9.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一论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重要讲话

（新华社评论员） 

10.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二论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重要讲话

（新华社评论员） 

11.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三论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重要讲话

（新华社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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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四论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重要讲话

（新华社评论员） 

13. 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五论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重要讲话

（新华社评论员） 

14.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抓好开局之年的工作——六论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

重要讲话（新华社评论员） 

15. 深刻把握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

放更璀璨的光芒（人民日报）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新征程上坚定不移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人民日报） 

17.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人民日报） 

18.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 

19. 坚定走好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人民日报） 

20. 基础研究，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人民日报） 

21. 为基础研究注入更多“源头活水”（人民日报） 

22. 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落实重大发展战略，开创事

业新局（人民日报评论员） 

23.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人民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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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求是网） 

25. 把握好“六个必须坚持”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求

是网） 

26. 坚定文化自信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求是网） 

27.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求是网评论

员） 

28.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求是网评

论员） 

29. 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央视网） 

30. 基础研究做好了 科技创新的“地基”就夯实了——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

热议（科技日报） 

二、视野纵横 

1. 推进“两个结合” 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2月 1日 微信公众号“求是网”） 

2. 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 | 人民论坛（2月 2日 微信

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 

3. 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2月 3日 微信公众号“求

是网”） 

4.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2 月 5 日 微信

公众号“求是网”） 

5. 人民日报重磅任平文章：满怀信心，开好局起好步（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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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 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 

6.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 | 人民观点（2月 6日 微信公

众号“人民日报评论”） 

7. 自身硬首先要自身廉 | 人民论坛（2月 7日 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评论”） 

8. 新时代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2月 8日 微信公众号“求是网”） 

9.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长期

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2月 9日 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 

10. 从伟大精神中汲取强大力量（2月 9日 微信公众号“求

是网”） 

11.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月 10日 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 

12.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的康庄大道（2月 11日 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 

13. 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2 月 11 日 微信公众

号“求是网”） 

14. 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2 月 12 日 微

信公众号“求是网”） 

15. 人民日报评论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

大关系（2月 13日 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 

16. 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 人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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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3日 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 

17. 人民日报评论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2月 14日 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 

18. 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2 月 15 日 微信公

众号“求是网”） 

19. 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 人民观点（2 月 15

日 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 

20.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2 月

16日 微信公众号“求是网”） 

21. 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 | 人民观点（2 月 17 日 

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 

22. 人民日报仲音：重大决定性胜利 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2月 18日 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 

23. 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 | 人民观点（2 月

21日 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 

24.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需要发扬斗争精神（2 月 23 日 微

信公众号“求是网”） 

25.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 人民观点（2月 24日 微信

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 

26. 以新的伟大斗争创造新的历史伟业（2 月 24 日 微信公

众号“求是网”） 

三、思政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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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摄制的大

型电视政论片《新时代中国人权》全 5集。 

第 1集 人民至上 

第 2集 幸福生活 

第 3集 人民民主 

第 4集 公平正义 

第 5集 命运与共 

 

 

 

 

 

东南大学党委宣传部 

                         2023 年 2 月 28 日 

       （主动公开） 

 

 

  

抄送：各校区，各院、系、所，各处、室、直属单位，各学术业

务单位  

 东南大学党委宣传部                 印发日期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