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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腊月二十三，中
国传统节日中的小年。

紧邻北京东二环和明长城
遗址公园的崇文小学已经放了
寒假。校园里没有了往日的喧
嚣，但走进教职工食堂，却是
一番热闹场景——学校外地留
京过年教职工正在一起包饺
子。

因疫情防控需要，今年崇文
小学全校31名外地教职工响应

“就地过年”号召留在北京。为
了让教职工能安心在北京过年，

感受家一样温暖的过年氛围，崇
文小学在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政策
的前提下，组织外地留京教职工
一起过小年。

“左手托着，右手这样往下
捏，这不就有褶儿了吗？”崇文
小学教师巫红正在食堂大师傅指
导下学着包饺子，包出的饺子已
经有模有样了。

尽管来了北京很多年，但这
是巫红第一次一个人在北京过
年。“同事们都拉着我的手让我
去他们家过年，校长知道我爱吃

坚果，送了一大箱让我过年
吃。”巫红说，虽然不像往年一
样可以和家人一起过年，但是同
事和学校的关心让她感到很踏
实。

同巫红一样，年轻教师吴宗
聪也是第一次一个人在北京过
年，听说学校组织小年夜活动，
她很快报名参加。吴宗聪没有包
过饺子，正在学擀饺子皮。“在
这个热闹的环境里，一点儿也不
孤单。”吴宗聪说。

大家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天，
欢声笑语盈满了整个房间。很
快，一盘盘饺子就端上了桌，有
猪肉白菜的，韭菜鸡蛋的，茴香
的，连腊八蒜也准备了。

（下转第二版）

留京过个京味儿年

立春刚过，北京市密云区
天色湛蓝如洗。

晴空之下，位于密云区古
北 口 镇 东 南 的 “ 京 都 锁
钥”——古北口长城蜿蜒盘
绕。因其从未在近代被修缮
过，历史与风雨刻下的每一道
痕迹，都显露在城墙上，留予
后人审视。

在古北口长城的一段——
蟠龙山长城的制高点将军楼
上，一堂别开生面的红色教育
课正在进行。

“这个大弹坑，是当年古
北口抗战时，日军用大炮炸出
来的……中国军队浴血奋战，
一次又一次给日军以致命打
击！”“中国人民誓死保卫长城，
抵御侵略，显示了中华民族不
屈不挠、英勇无畏的爱国精
神！”古北口镇中心小学校长徐
国文慷慨激昂地讲述着，学生

们听得全神贯注，在笔记本上
一笔笔记下先烈的英勇事迹。

英雄的故事很长。走下长
城，徐国文带学生们走进了古
北口长城抗战纪念馆。

古北口抗战的历史全貌在
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影像资料
里展开。学生们认真地看着：
1933年3月，古北口战役打响了
北京周边抗日战争的第一枪。7
位勇士以一挺轻机枪捍卫小山
头，在连天炮火中顽强坚守直至
牺牲，连日军也为之震撼……
勇士们用血肉之躯筑起长城的
感人故事，为田汉创作《义勇军
进行曲》提供了启迪，更激励着
千千万万中国人走上救国的战
场。1945年7月13日，也是在
这片土地上，苏联红军与承兴
密联合县政府举行接受古北口
日军投降仪式。这是北京地区
唯一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政府举

行的受降仪式。
“先辈们在长城上抗击敌

人，保卫家园，子弹用完就用石
头……这让我感到震撼、感
动。”六年级 （1） 班学生赵晨

宇说。“有革命先烈的英勇、牺
牲，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
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好好
学习，将来也为祖国作贡献！”
六年级（2）班的张家玥说。

六年级（2）班的张澳告诉
记者，她想起了学校通过广播给
大家讲的长城抗战故事，还有老
战士来学校里讲的战斗故事。

（下转第二版）

长城上的红色教育课

古北口镇中心小学
的学生们在蟠龙山长城
上听校长徐国文 （中）
讲述红色故事。
本报记者 任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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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军 特
约通讯员 王晓娟）日前，山
东省青岛市平度市张舍中学教
师王吉忠的一个举动，拯救了
一家4人生命——发现家长未
及时回复微信，就找到家中一
探究竟，及时救回了因煤烟中
毒昏迷的一家4人。

受到疫情影响，1月 20
日晚，平度市教育和体育局发
出取消期末考试及学生暂停到
校上学的通知。当地张舍中学
八年级（2）班班主任王吉忠
第一时间在家长微信群里转发
了通知要求，但因时间较晚，
很多家长没有回复。1月 21
日早上，王吉忠逐一落实学生
家长信息接收回复情况，发现
学生邓某某的家长一直未回复
微信，他反复拨打该生父母的
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

王吉忠担心该生家中出
事，便驱车前往邓某某家，发现
大门紧闭，怎么敲门也敲不

开。于是，他叫来周围的邻居，在
大家的协助下进入房中，发现一
家4口因煤烟中毒处于昏迷中。

王吉忠立即向学校汇报了情
况。校长王洪彬在接到汇报后，
安排学校安全办主任马高松、级
部主任潘维周、后勤主任孙君启
驾车赶到学生家中，将一家人送
到平度市第三人民医院。

因送医抢救及时，一家4人
脱离生命危险，并于1月27日
下午办理出院手续。“非常感谢
王老师，如果没有他，后果真是
不堪设想。”邓某某及家人在恢
复精神状态后第一时间向王吉忠
表达了感谢。

“我就是做了一名教师应该
做的工作。上级部门和学校反复
强调，安全是头等大事，就应该
把每一项工作落到细处，把每一
个孩子放在心上。我想，每名教
师在遇到这种情况时都会这样
做。”有着22年班主任工作经历
的王吉忠说。

家长未及时回微信，班主任上门探访

青岛一教师挽救学生一家生命

本报北京2月7日讯（记者 高
众 高毅哲） 近日，教育部印发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
估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 》
（以下简称 《方案》），对“十四
五”新发展阶段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作出整体部
署和制度安排。据悉，这是继
2014—2018 年审核评估总体完成
后，教育部在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
启动实施的新一轮审核评估。

《方案》 强调以立德树人为统
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把立德树人融入评
估全过程。强化立德树人基础、指
标和制度建设，增设教师、学生出
现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等负面问题
能否及时发现和妥当处置情况，教
材选用工作出现负面问题的处理情
况等“负面清单”，加强学校办学方
向、育人过程、学生发展等方面的
审核，引导高校构建“三全育人”
格局，“五育并举”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真正让立德树人落地生根。

《方案》明确以推进本科教育教
学改革为主线，落实“以本为本”
“四个回归”，破除“五唯”顽瘴痼
疾。强化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
续改进，以评估理念引领改革、以
评估举措落实改革、以评估标准检
验改革，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前
瞻性、协同性综合改革，推动高校
在体制机制改革、课程体系改革、
教学方法改革等重点领域取得改革
新进展，实现改革新突破，形成全
局性改革成果。

《方案》主动适应高等教育普及
化阶段多样化发展需求，依据不同
层次不同类型高校办学定位、培养
目标、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保障体
系建设情况，提出以评估分类引导
科学定位。采取柔性分类方法，提
供导向鲜明的两类四种“评估套
餐”由高校自主选择，引导一批高
校定位于世界一流，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所必备的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保障能力，示范引领全国；推动一
批高校以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要方向，注重科研反哺教学、服务国
家和地方战略；促进一批高校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服务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彰显地方特色。

《方案》要求以评估方法手段创新实现减负增效，综合运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深度挖掘常态监测
数据资源，采取线上与入校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明察与暗访结
合等方式，做全做深线上评估，做准做实入校评估。在专家线上集
体会诊基础上，针对“问题清单”重点考察，减少入校评估人数、
天数、环节，对通过教育部认证（评估）并在有效期内的专业（课
程）免于评估考察，当好“医生”和“教练”，切实改进结果评
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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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旧址古田会议旧址。。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今今日日 焦焦聚聚

崇文小
学教师们一
起 组 装 灯
笼，体验老
北京民俗。
本报记者
单艺伟 摄

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
田镇，一片开阔的田野上坐落
着一幢庄严肃穆的四合院，旁
边“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
红色大字引人瞩目。

这处始建于1848年的院
落原称廖氏宗祠，战争年代也
曾作为小学。在这里，举行过
一场关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
队建设的里程碑式会议，因此
也被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魂”铸就之处，吸引着无数人
前来参观、瞻仰。

赓续赓续

92年前，朱德、陈毅率
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福建
长汀县迎接此前在养病的毛泽
东。苍茫暮色中，三位老战友
重逢。1929 年 12 月 28—29
日，闽西山区天寒地冻，120
多名代表聚集在古田，举行中
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
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
会场中间的数堆熊熊炭火驱散
了寒冷，映红了与会者的脸
庞。两天里，毛泽东、朱德、
陈毅先后作了报告，大伙儿展
开热烈讨论，最后通过了毛泽
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
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

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
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
建军的根本性原则。

时间来到 2014 年 10 月
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
古田召开，为的是寻根溯源，
以利于更好地前进。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全体中
央军委委员来到古田会议会
址，向毛泽东雕像敬献花
篮，看望老红军、军烈属等
群体代表，和基层会议代表
一起吃“红军饭”。在福建工
作时，习近平曾先后7次到古
田调研，倡导和弘扬古田会议
精神。在这次会议上，他更是
勉励大家，要把理想信念的火
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
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
血脉永续。

两次跨越近百年又一脉相
承的会议，昭示着革命精神的
赓续。

浸润浸润

从古田会议会址移步古田
会议纪念馆，这里陈列有红军
军旗、红四军第一款军服，有
当年中央发给红四军前委的指
示信，还有一封留在墙壁上的

红军买米“留款信”……党领导
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峥嵘岁月仿
佛在眼前一幕幕重现。

如何将古田会议精神融入教
育之中？上杭县教育局局长黄从
廷给出的答案是“润物无声”。
在他看来，挖掘以古田会议为代
表的闽西红色教育资源，不能搞
大水漫灌，“应当根据儿童的身
心发展特点，分学段、分类别，
以愉悦身心的方式让孩子浸润其
中学习体悟”。近年来，上杭县
以“传承红色基因”作为师德师
风建设及立德树人的教育脉络，
将红色文化融入校园建设，开展
丰富多彩的红色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大力实施“争做著名苏区好
老师”“争做著名苏区好学生”
两项工程，22 年来共表彰了
5768 名“著名苏区好学生”。
《光辉的榜样》《上杭苏区永流
芳》《红上杭的故事》等一大批
红色题材校本教材的涌现，更是
让红色文化、革命精神教育进课
堂，成常态，代代传承。

古田会议纪念馆宣教科负责
人李杭英告诉记者，强化馆校共
建是近年来纪念馆发掘古田会议
红色教育功能的一大重要举措。
目前，古田会议纪念馆已同省内
的厦门大学、闽南师范大学、古
田中学、古田中心小学等大中小
学校确立了共建关系。2020
年，纪念馆还与共建校共同发起
了“行走的课堂”活动，由专业
讲解员进入校园以讲故事、趣味

游戏、快板说唱、诗词朗诵等学
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宣讲古田会议
精神。李杭英表示，分学段构建
的“行走的课堂”课程已经完
备，下一步将争取向全县乃至县
外的学校全面推广。

践行践行

在挖掘利用红色资源方面，
毗邻古田会议会址的古田中学有
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该校校长马
兆源有一个小愿望：就是让每名
从这里毕业的学生都能流利地讲
上一两个关于古田的故事。寒假
虽已开始，马兆源还四处张罗，
准备出一本通俗易懂的古田红色
故事学生读本，并与古田会议纪
念馆协商让学生作为志愿者去会
址或纪念馆义务讲解。他告诉记

者：“也许是受红色革命文化的濡
染，我们虽是山区学校，但学生
自有一股灵气，这样好的教育资
源应当利用好。”

2019 年，影片 《古田军
号》剧组来古田拍摄，扮演剧中
角色小号手池有田的小演员一度
没有合适的人选。后来剧组来到
古田中学一下就相中了八年级学
生小邹。两个月的拍摄让小邹感
触颇深，他说：“由于是土生土
长的古田人，爸爸经常带我参观
古田会议会址，我对那里充满了
崇敬之情。这次难得的拍摄机会
更让我深刻体会到当时红军革命
的艰辛，知道今天幸福生活的来
之不易。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努
力学习，长大后成为对社会有用
的人。”

（下转第二版）

福建龙岩传承红色基因铸魂育人——

古田会议放光芒 革命薪火永相传
本报记者 黄星

以高质量审核评估推动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 详见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