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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展台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延安大学凸显与延

安精神和红色文化的密切关系，注重环境优

化、活动组织、氛围营造和骨干学生培养，

让身处其中的学子们不知不觉地融入延安精

神之中，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第一，在校园环境建设中体现延安精神

和红色文化的内容。比如，在人文景观和校

舍建设中体现延安大学的红色历史和辉煌成

就，竖立或建设了毛泽东讲话摘要石、郭沫

若题词碑、首任校长吴玉章和著名校友路遥

塑像，以及八大前身院校纪念墙、“5·23”
音乐厅、先锋广场等，用历任校长、革命先

贤、学术大师的名字命名每座楼宇，用校训

和延安大精神命名每条道路，使其发挥潜移

默化的教育激励作用；建立了史料丰富、功

能齐全的校史陈列馆和路遥文学馆，为开展

校史校情教育和延安精神教育搭建了重要平

台；固定宣传栏和学生学习园地突出红色文

化的内容,宣传和展示思想教育的成果。
第二，在校园文化活动中体现延安精

神、红色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点。通过举

办各种形式的红色文化活动，引导广大学生

回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感

受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唱响

“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

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主旋律，进而引

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精神

世界和文化生活，激发爱国情怀，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积极投身于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比如，《延安大学校

歌》激昂的旋律和催人奋进的歌词，体现着

延安精神的本质内涵；“祖国、社会、人民

与我”演讲比赛，引发大学生对自身在社

会发展中责任的思考，增强了对党、国家

和人民的感情；“延河论坛”辩论赛紧贴

时代热点，引导学生以理性眼光看待社会

发展，得出正确结论……所有这些都体现

了延安精神、红色文化与时代精神的高度

融合。

第三，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工具宣

传延安精神和红色文化。延大新闻网、

“圣地红网”、延安精神网、中国共产党

历史研究网、“窑洞论坛”和官方微博、

微信，共同发挥着宣传延安大学优良办

学传统、弘扬延安精神、丰富校园文化

生活的作用。其中“圣地红网”不仅是

延大学子的精神家园，而且成为“陕西

大学生在线”和全国大学生在线的特色

频道。

第四，通过宣传延安大学历史上和当

代培育树立的典型，发挥教育示范作用。

延安大学建校70多年来，在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先后涌现出

3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20多位两院院士
和学部委员、300多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
部和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

育家等，这些优秀校友的先进事迹，始终

激励着在校学生。近年来，延安大学还先

后树立了勇救落水少年不留名的王文鹏、

见义勇为的车延龙、孝老爱亲的马树芝、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李霞、拾金不昧的黑鹏

杰、奉献基层的王卫强等一大批先进典

型，对全校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延安

大学还组建了以张思德和白求恩名字命名

的两支红色志愿者服务队，使其投身于社区

服务和文明城市建设中。在这两支队伍的影

响下，延安大学各级志愿者服务组织义务支

教、关爱老人、捐赠物资、扶困助学，服务

活动遍地开花，其中“爱心社”被评为陕西

省优秀志愿者服务组织，“三农学社”入选

全国高校十佳社团。

第五，注重对大学生党员和团学骨干的

延安精神和红色文化教育。在日常思想教育

和管理中，延安大学将延安精神教育渗透于

形势政策教育、主题班会、文明宿舍创建、

早操晨练、课堂秩序、入学与毕业教育等学

习、生活的各个方面，突出延安精神教育的

实践性，有效地促进了学生正确思想认识的

形成和良好学习生活习惯、道德品质的养

成。一是通过学校党校和学生党支部活动，

对学生党员进行红色文化和延安精神再教

育，坚定学生党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培

养他们对党、对人民的感情。二是加大对团

学骨干延安精神的教育，通过“青马工程”

教育培训、团校团学骨干素质能力培训和

“红色卓越”团队培训，培养其正确的理想

信念、担当精神和践行能力，使他们真正发

挥联系学生、组织学生、教育学生、服务学

生的作用。三是设立党员先锋岗，做好为民

服务工作。为了调动学生党员的积极性，让

学生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在实际学习和生活中

得以体现，发挥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重要节日和毕业生离校、新生入学时，身

着红色党员先锋岗队服的学生党员们有的为

新生指引方向，有的到宿舍楼为新生或毕业

生整理、搬运行李，有的在邮寄点为毕业生

缝装包裹。党员们深入厂矿和农村，宣讲延

安精神，普及红色文化，在宝塔山和杨家

岭、枣园、王家坪等革命旧址现场诵读红

色经典，提高其他学生与各地游客的红色

文化认同感。他们的行动，是传承红色基

因和延安精神最生动、最活泼的体现。四

是构建大学生志愿服务体系，宣讲延安精

神，践行延安精神，通过党员志愿者服务

队，建立老党员、困难党员一对一帮扶制

度，强化延安精神的实践作用，发挥学生

党员的示范作用；各基层党委利用专业优

势和特点，推出一至二个志愿服务项目，

志愿者们走校园、入宿舍、进社区，到延

安革命纪念馆、梁家河知青旧址开展义务

讲解，为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让群

众真正享受到党员的服务，看到党员的先

进性。此外，学生党支部还与家庭困难学

生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这些活动增

强了大学生党团员的宗旨意识和奉献精神，

对全体学生起到了示范作用。

第六，在研究传承陕北文化中弘扬延安

精神。延安大学产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

果，这些成果蕴含着延安精神的丰富内容，

“陕北文化网”持续传播优秀的陕北文化。

学校通过对陕北文化与延安精神关系的准确

把握，在传承陕北文化的同时弘扬延安精

神，先后改编并演出了延安时期创作的《兄

妹开荒》 《白毛女》 等优秀作品，以此推动

延安精神的弘扬与传承，同时用延安精神提

升陕北文化的境界。学校还组建专业合唱团

队，通过第二课堂传播陕北文化和红色文

化。

延安大学地处革命圣地，具有传承和弘扬

延安精神的独特优势。学校不仅对内加强延安

精神教育，坚持用延安精神办学育人，而且充

分发挥区位研究和教育的特色与优势，积极履

行社会服务功能，主动担当起面向社会传承红

色基因的使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第一，建立基地，夯实传承红色基因的

组织基础。为了更好地承担革命传统教育、

延安精神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社会责任，

从20世纪90年代起，延安大学先后申请建立
了全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陕西省大

学生延安精神教育基地、陕西省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国

家教育管理部门高校辅导员培训研修基地和

教育部门哲学社会科学实践研修基地、陕西

省公务员培训基地等10多个基地。20多年
来，这些基地接待和培训了包括港、澳、台

地区在内的全国800多所大中学校青年学
生和社会各界人士18万人次以上，延安大
学也因此成为全国延安精神教育和红色文

化传播的主要中心之一。

第二，整合资源，强化管理，提高规

范化培训水平。在总结以往培训经验的基

础上，2013年学校对众多基地进行整合，
成立了“延安大学泽东干部学院”。学校组

织了一支精干高效的培训管理团队，强化

了中长期和年度培训计划，建立健全了教

育、研究、管理、服务的制度规范，集中资

源，改善了培训条件，形成了以党性教育、

延安精神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

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理论与方法研

修培训为主要模块的培训内容体系和以坚

定信仰、转变思想、增进感情为主要功能的

培训特色，产生了良好而广泛的社会影响。

第三，苦练内功，内涵发展，迅速提高

了培训能力和社会效益。一是实行开放办

学，建立了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国家教育

行政学院、陕西省委党校、延安干部培训学

院等培训机构在教师、课程、生源方面的共

享机制，保证了培训工作的有序、健康进

行。二是建立了一支包括校内外、省内外知

名专家学者、教师和管理干部在内，承担理

论课教学和现场教学的多层次专兼职高水平

教师队伍，为培训质量和培训效益的提高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加强基础理论、工作

研究和课程建设，2013年以来建立了教学研
究与课程建设立项制度，组织编写了《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案例集》和《延安精神教育

读本》，完成全国高校辅导员培训统编教材

2部，发表理论文章和工作研究论文30余篇，
开发了《中国共产党延安十三年政权建设经

验》 《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

的历史经验》等10多门精品课程和骨干课程，
以及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南泥湾精神、

整风精神、“七大”精神等一批现场教学精

品课程，拓展了现场教学和情感体验教学的

内容。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整体培训能力和

培训效果大幅度提高，各界受训学员普遍认

为收获很大，仅2014年就举办培训80期，受
训人数达6400人次。

传承以延安精神为内核的红色文化，是

延安大学的天然使命，天然使命要有历史担

当。延安大学将继续坚持用延安精神办学育

人，从实现大学服务社会功能的高度，从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从培

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度，传承好

红色基因，弘扬、发展好红色文化。

（延安大学 田伏虎）

延安红色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边区军民创造的
民族的、 科学的、 大众的文化， 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新的先进
文化。 它既包括精神形态的革命思想、 理论、 作风和价值观， 也包括物质形
态的革命旧址、 纪念馆、 文学艺术出版物和文献资料等历史遗存。 红色基因
是红色文化得以延续的本质编码， 是支撑和保持红色文化基本构造和其先进
性、 历史性、 创造性与中国化、 时代化、 大众化等基本性能的精神内核， 也
就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形成的精神成果———延安精神， 其主要内容包括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和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这种伟大的精神能集中体
现延安红色文化的革命性、 群众性、 创造性和时代性等特点， 长期发挥着统

一全党思想、 推进经济发展、 引领时代价值取向和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历史作
用。

延安大学既是延安精神形成的参与者和实践者， 也是延安精神传承和弘
扬的担当者与实践者。 首任校长吴玉章关于养成学员的伟大品格和学习做人
的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 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内涵。 新中国成立以后，
延安大学高度重视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坚持用延安精神办学育人， 立
足陕北， 服务陕西， 服务西部， 培养了10余万名下得去、 靠得住、 用得上，
基础厚实、 为人诚实、 工作务实、 作风朴实的优秀人才， 在陕北老区的建设
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延安大学用红色文化感染人、 鼓舞人，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 成为新时期延安精神和红色文化的传播基地。

自觉担负起传承红色基因的历史使命
———延安大学开展延安精神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努力形成

的延安精神，毫无疑问是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它有着正

确的价值观，即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代表着人民大众

的利益；有着科学的方法论，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

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有着文明的生活

方式，即健康、积极向上的新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构

建延安精神教育的理论基础和课程体系，对红色基因传

承而言尤为重要。

第一，抓延安精神基础理论研究，为开展延安精神

教育提供知识体系。要传承弘扬好延安精神，就必须对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原生态红色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

挖掘、整理、研究，使之成为符合科学规范的知识体

系。多年来，延安大学以挖掘研究延安红色文化为天然

使命，在学术研究上形成了与延安精神教育密切相关的

五大特色研究方向，即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研究、延安

学和延安精神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共产

党先进性建设研究、陕甘宁边区研究。这些研究取得了

丰硕成果，形成了一个专家学者群体，引起了较大的社

会反响。截至目前，五大特色研究领域已成功申报14项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数十项省部级项目，出版延安精神

研究专著80余部，发表论文400余篇，拍摄电视片5部，
其中多项成果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编写出版了《党中

央在延安十三年简史》 《陕甘宁边区史稿》 《延安精神

概论》 等系列大学生特色教材；建立了国家等级、省

级、校级研究基地，搭建了研究与交流平台；建成了史

料丰富的中共党史资料室。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思想

政治教育、课程与教学论、汉语言文学等专业的学生对

延安时期进行研究，已经成为特色和热点。

第二，抓学科建设，为延安精神教育提供学科和支

撑。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不仅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辉煌奇迹，而且留下了挖掘不尽的中共党史与延安精神

教育资源。要使以延安精神为内核的红色文化知识得到

很好的传承、弘扬、创新与发展，就必须紧扣时代脉

搏，建立坚实的学科专业体系。延安大学的中共党史学

科是省级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延安学与延安

精神学科是省级重点学科，中共党史课程是国家精品课

程，中共党史专业是全国高校三家党史本科专业之一，

也是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中共党史教学团队是省级教

学团队。延安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特色鲜明，是

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特色学科。

第三，抓研究成果与学科建设成果的课程转化，让

延安精神真正融入思想教育体系之中。要使理论研究和

学科建设成果真正为广大青年学生所认同、喜爱、接

受，就必须将这些成果结构化为符合学生认知规律、易

学易懂易用的课程体系。近年来，延安大学在公共选修

课安排上持续凸显了延安精神的学习，先后设置了《延

安精神概论》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 《陕甘宁边区的

创新与发展》 《陕甘宁边区著名党史人物研究》 《毛泽

东诗词》 《红军长征》等课程；在《本科生必读书目成

绩考核办法》里规定的有关延安精神的书目有《毛泽东

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七十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通过设立大学生文化素

质教育子课题，进行专题研究，并把“大学生文化素质

与延安精神教育”作为全校学生的必修课；在《本科学

分制公共选修课实施办法》里也规定了有关延安精神的

课程，这些规定让延安精神的理论成果和学科成果真正

走近了学生，走进了课堂，成为全校大学生自觉学习、

阅读的重要内容。

构建延安精神教育的
理论基础和课程体系 利用丰富的红色资源打造红色特质的校园文化

自觉履行传承红色基因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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