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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走新更走心
关荣

成都

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广东省东莞市多镇街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进校园

莞文

武威市召开2021年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会议

本报讯（武文）4月15日下午，
甘肃省武威市召开2021年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传达学
习了中央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通
报了全市2020年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情况，凉州区、市教育
局、团市委就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加强和改进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是党中央
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从推进
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实现党和
国家长治久安出发做出的一项重
大决策。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战略
全局高度和更长远考虑来充分认
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
重要意义，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
强做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把中
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抓出实效。

会议要求，各责任部门要切实
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战
略工程、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希望
工程，摆在突出位置，全面落实各
项工作任务，健全完善工作制度，
形成整体合力，积极教育引导，营
造良好氛围，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创造良好环境，为全市争创全国文
明城市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宁文）
4月21日下午，浙江
省宁波市海曙区教
育局汇编制作的《海
娃学党史》口袋书首
发，来自海曙区部分
中小学的 250 名学
生代表领到了首批
口袋书。据悉，这本
具有海曙地方特色
的适合青少年阅读
学习的党史学习口
袋书，将分发到海曙
区 63 所中小学校，
供全区近 8 万名学
生学习。

翻开口袋书能
看到，书中通过讲
述10个重要历史事
件，串起了民族危
急时期、党的创立
初期、大革命时期、
土地革命时期、抗
日战争时期、解放
战争时期等党的10
个重要历史时期。
同时，口袋书内还
收录了海曙革命人
物、红色电影推荐、
红书推荐、研学地
图等相关内容。

“在海曙这片红
色土地上，印刻的是
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奋
斗的痕迹，不变的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初心和使命……”首
发仪式上，区青少年

代表跟随着10位宣讲员的动情
讲述，聆听了中国共产党一路走
来的艰辛与荣耀。

自 3 月 19 日起，在海曙区
教育局的指导下，全区各中小学
校成立校级新时代好少年党史
宣讲团，鼓励青少年通过宣讲的
形式将党史分享给同伴。通过区
内层层选拔，最终推选出十名队
员成为区级宣讲团的成员。现
场，从“海娃讲党史”海曙区新
时代好少年党史宣讲活动中脱
颖而出的十佳选手接过奖状及
绶带，并对《海娃学党史》口袋
书展开现场宣讲，通过直播的方
式与全区青少年同享这堂特殊
的思政课。

据悉，为发动青少年用好青
春力量，传播党的声音，海曙区
率先在宁波市推出了“海娃学党
史，永远跟党走”童心向党系列
活动，积极打造青少年党史宣讲
品牌，通过少年看、少年听、少年
讲，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
让红色故事在新时代焕发新光
彩。“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希望
依托红色口袋书与党史思政课，
助推红色基因走进校园，走进课
堂，引导广大青少年学好党史这
门必修课，厚植爱国热情。”海曙
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广大学子能从历史故事中汲取
人生营养，知史爱党，努力成为
能够担当民族重任的时代新人。

安徽省郎溪县文昌社区：
传承红色基因从小抓起

本报讯（张纯）为培养辖区未
成年人“爱党、敬党、护党”的情怀，
近日，安徽省郎溪县文昌社区带领
辖区内的学生学党史、感党恩、树
理想，鼓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争
做新时代好少年。

观看完党史学习教育动画视
频后，社区志愿者以一问一答的互
动形式，帮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动
画中的党史知识，引导他们厚植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小馨同学
说：“从节目中，我感受了中国共产
党坚强斗争的信念。我要努力学
习，报答祖国。”

据了解，本次学党史活动是文
昌社区“一个她，万个家”志愿服务
项目之一。该服务项目成立于
2018年，由社区妇联牵头，致力于
为社区未成年人和留守儿童开展
形式多样的活动，在社区形成了良
好的关爱未成年人氛围。

社区主任江和平说：“希望通
过这类活动，让社区未成年人了解
党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接下来我们社区还会持续开展‘小
小阅读者’‘未成年人学党史’等活
动，将中国传统文化，党的历史传
播给社区每一位未成年人，让志愿
服务到达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西宁市湟中区：
学习党史培育“高原红娃”

本报讯（林洛）“尊敬的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今天为大家讲述红
船精神的由来……我是今天的红
领巾主播孙生婷。”伴着中午暖洋
洋的阳光，西宁市湟中区鲁沙尔二
小的“校园红领巾广播站”准时开
播了。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用一个
个生动的故事告诉孩子们党的历
程为什么光辉，我们现在的生活为
什么来之不易，在他们的心中、脑
中绘就更加具体的党和国家的发
展历程图。”负责老师李雯说。自今
年 3 月开学以来，小主播们每周
二、四中午都会准时为全校师生播
送党史故事、英雄人物事迹等内
容。目前，该校红领巾广播站已播
出10期党史故事，在校内引发了
跨越时空的共情共鸣，把红色火种
转化为日常工作学习的强大动力，
进一步在校园内营造了以学促做，
以做强学的良好氛围。

据悉，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湟中区各中小学把党史学习教
育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紧密结
合，用好用活校内资源，在丰富学
生日常学习生活、增加知识储备的
同时，以各类创新方式引导同学们
学党史、忆先烈，感受经典文化，体
会家国情怀，增进爱国感情，在学
习和生活中争做“高原红娃”。

举办党史知识竞赛、听革命
英雄讲红色故事，开展党史演讲
比赛、红色剧目表演，参观红色
景点、下田插秧体验农耕……连
日来，东莞多镇街组织了丰富多
彩的学习、体验、创作活动，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走进校园，激发青
少年学习热情，厚植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情怀。

在大朗一中的“学习强国主
题文化长廊”，学生们在老师的
带领下，一边听、一边看，学习领
悟党史知识，感受党的光辉历
程；在长安镇，为期一天的“学党
史，强信念，跟党走”入团积极分
子学习营，343名入团积极分子
在专题讲座、视频和知识问答中
点燃了学习党史的热情。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在多个镇街的中小学，越来

越多生动的“课堂”涵养着广大
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

从邀请革命英雄走进校园
讲红色故事，到《学党史，颂党
恩》主题班会，再到“品读红色经
典，传承红色基因”读书节……
党史学习教育热潮在东莞青少
年中澎湃涌流。

“饭盒里的热饭还没能吃上

一口，他们就没了……”在莞城
步步高小学，曾荣获一等功的汤
超荣，为学生们讲述烽火岁月里
的红色故事，勉励同学们要牢记
历史，时刻秉持学习的心态，成
为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有用
的人。

寮步香市第一小学副校长
刘亮以校园电视台直播的形
式，通过一个个人们耳熟能详
的先驱人物、一幕幕夺取胜利
的画面、一次次关键性的会议，
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
程，为少先队员们上了一节内
容丰富的党史课。

桥头“少年儿童心向党”百
年党史知识巡展将走进各学
校，以生动形象的党史故事，引
领广大青少年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

一个个极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的党史“学习课堂”，带着青少年
打开百年党史的大门，感悟党的
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汲取开拓
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如何让党史人物变得更加
鲜活，让党史事件变得更加真
实？多镇街注重“就现在讲当
时”，让青少年走进革命遗迹、走

进田间地头，通过实践和体验形
式，感受烽火岁月的革命精神，
感受祖辈们艰苦奋斗的岁月。

常平实验小学开展“童心向
党”教育实践活动，组织少先队
员代表、党员教师等参观李任之
故居，聆听李任之生平事迹介
绍，了解他如何从一名青年学生
成长为一名革命军人，及其为党
和国家作出的突出贡献，缅怀革
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

横沥镇组织中小学生参观
红色教育基地，师生们置身其
中，了解了横沥镇的抗日历史和
英雄人物事迹，回顾党的光辉历
程和丰功伟绩。师生们依托田饶
步村悠久的革命历史和丰富的
红色印记，组建了一支“小小红
色宣讲员”队伍，进一步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进校园、进家庭。

桥头镇多所小学纷纷开展
“忆苦思甜念党恩”劳动实践活
动，小学生们赤脚下田体验农
耕生活，收获劳动带来的喜悦
的同时，体验了前辈们的艰苦
奋斗，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

这些党史学习教育“体验课
堂”，让党史知识成为青少年看
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身边
历史”，引导他们从小树立远大
理想，传承革命先辈爱国为民、
艰苦奋斗的精神。

诗歌、绘画、演讲、歌唱……走
进各镇街中小学，一项项党史学习
创作活动吸引师生参与其中，在用
心用情地创作中更好地了解了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也成为党
史的主动宣传者和自觉传承者。

“以往学生们对于党的历史
的理解，可能比较表面化，但是通
过写歌，孩子们可以深入参与进
去，以活动带动他们更好地学习
党史。”东城第六小学开展了“从
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校园原创
红色歌曲创作公益课，副校长王
后军介绍，除了红色歌曲创作，该
校还陆续开展绘画、作文、歌唱比
赛等，让师生们学好党史。

常平镇举行了中小学“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主题演讲比
赛，学生们用激昂的语言讴歌党
的光辉历程及伟大成就。

樟木头教育系统将举办中
小学党史知识竞赛、红色剧目表
演、校园经典歌曲“拉歌”接力等
系列活动，回顾党的光辉历程，
歌颂党的丰功伟绩。

学习、体验、创作，多个镇街
在校园中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史学
习教育，一颗颗爱党爱国的红色
种子正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2021年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暨“4·23世界读书日”诵读会走进乐天溪镇三峡小学，活动
以“阅读红色经典 激励奋进力量”为主题，通过多种活动，营造全民读书氛围，陶冶爱国主义情操，激发广大师生的爱国热情。 张国荣 摄

学习 生动的“课堂”
激发学习热情

体验 线下研学让党史
看得见摸得着

创作 讲好红色故事
涵养家国情怀

学百年党史，育时代新人。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引导青少年听党话、感党恩、
跟党走，四川省成都市创新形式，
走新更走“心”，积极拓展覆盖面，
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党
的故事，上好未成年人党史学习
教育的“必修课”。

党史故事我来讲

增强对党的热爱与忠诚

近日，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水
井坊校区一场别开生面的党史课
堂——《当历史发生时》，拉开了
锦江区“百名思政教师百堂党史
课”活动序幕。主讲老师叶德元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作为主线，
串联起我党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
件，以“我是历史的经历者”“我是
历史的见证人”为视角，给同学们
上了一场生动有趣又振奋人心的
党史课。系列活动将推荐优质课
例录制成党史微课，遴选出不少
于100节优秀课例，供全区师生

共享学习。
课程统一、进程统一、载体统

一。天府新区各学校广泛开展“同
说百年——党史故事我来讲”主
题教育活动，通过讲述我党百年
历程中涌现的英雄事迹、红色故
事等，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用党的光辉历史鼓舞自己、影响
他人、催人奋进。此外，各所学校
每周五下午固定队会课让党史学
习教育成为常态进入课堂。各基
层单位还选派优秀党员，进课堂、
进科室讲党史故事，将党的百年
征程和丰功伟绩用一个个生动的
故事呈现出来。

用艺术回望征程

以崭新面貌向建党百年献礼

4月 14日，温江区原创革命
历史舞台剧《忠诚·红色恋人——
渣滓洞里的温江教师夫妻》在西
南财经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上演，
这是温江区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
式，采用“话剧+红歌”，开展的党
史学习教育进校园活动，该校师
生300余人参加，受到了师生们

的一致好评。“这个故事是一个关
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故事，
动人的革命故事通过话剧形式展
现，对孩子们起到无声教育，达到
滋润孩子心灵的目的。”该剧从
2019年 9月下旬初次登台，已演
出了20余场，累计观看人数5000
余人。蒲江县在全县中小学开展
以“回望征程，憧憬未来”为主题
的 100 名学生艺术作品展览活
动，引导广大未成年人通过文学、
歌舞、朗诵、书画、摄影、舞台剧、
红歌串烧等艺术形式回望征程，
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向建党100周
年献礼。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社会实践

引导孩子体会党的艰辛与辉煌

一段历史，一场体验，一种精
神，一份传承。龙泉驿区把党史学习
教育贯穿课堂教育和社会实践全过
程，将理论阐释、情感体验、价值引
导融为一体。开展“我们的南泥湾”
百校农耕节活动在龙泉驿区大面中
学举行的“我们的南泥湾——学党
史 感党恩”主题教育活动上，该校

校长、党支部书记朱素清给同学详
细讲解了她在南泥湾参观的经历
及感受。“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
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
江南，鲜花开满山……”同学们在
《南泥湾》的嘹亮歌声中走进田间
地头，学耕作技巧，体验农耕文化，
感受稼穑之艰，在辛勤劳作中体验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在挥洒汗水中感受劳动创造的强
大力量。

红色教育与学校教育结合

打造校内党史文化阵地

盐道街小学以本校独具特色
的“红色体验馆”为阵地，将红色
教育与学校教育结合，收到了十
分明显的效果。红色体验馆以中
国革命历程为脉络，运用 5D 影
院技术、触控技术、虚拟现实技
术等，充分挖掘《语文》《道德与
法治》等课程中的革命传统教育
元素，重构“延安精神区、攀爬雪
山体验区、南湖唱颂歌区、绣红
旗区、窑洞体验区”等5个革命场
景及富有学校特色的红色文化

数字驿站。此外，学校还开发了
“红色文化”课程，创编校本教
材，并根据不同年级开发层次各
异的红色文化课程，将学科课
堂、红色体验馆进行连接、互补，
分年级、分梯度以项目式方式实
施红色体验课程。

作为青白江区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要点位之一，至佳学校依托校
园文化打造出“至佳先锋”党史学
习教育阵地，向全校师生系统展示
党的历程、党的大事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杰出党员事迹、红军
长征主题式雕塑等。学校还邀请区
委党校志愿者讲解员现场为同学
们讲解，引导青少年感受革命先烈
英勇战斗的氛围和伟大的爱国主
义情感。此外，学校还把党史学习
教育融入日常，学校20余名小小
讲解员每周在全校分班进行党史
宣讲，营造出全校热情学党史的良
好氛围。

全市各个学校还充分利用校
园新媒体平台，为广大青少年提供
丰富的知识内存、多元的交流渠
道，以新传播、新表达促进党史学
习教育的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