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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河南职业技术学
院的校园里没有了平日的热闹，
几乎见不着一个学生。

商学院教师董岳磊在办公室
里处理了几件事情，便下楼开车
出了校园。既是辅导员，又是商
学院招生就业处的指导专干，董
岳磊此行要去学校的一个产教融
合企业——河南赋能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看望几名还在那里实
习的学生。

赋能公司二楼的厂房里，几
名工人在紧张地调试将要发货的

一批快递分拣设备，其中一些设
备要出口国外。

实习生范秋寒刚刚通过 QQ
远程为客户解决了一个技术问
题，见到董岳磊来了，便招呼其
他几个同学放下手中的活儿，过
来围着董岳磊攀谈起来。

“准备啥时候回家啊？”记者
问道。“春节这段时间正是物流
行业最忙的时候，我和亚博、智
豪都不回家过年了，余雪和梦露
应该是忙过这两天就回，但她们
也要随身带着电脑，以便随时帮

助客户解决一些问题。”范秋寒
说。

范秋寒提到的几个同学都是
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大三学生。

“过年谁不想回家呢？但目前手
上的工作太多了，考虑到时间成
本和疫情防控形势，还是选择不
回家。”潘亚博解释说。

进入大三，范秋寒和小伙伴
们面对着疫情影响下压力大增的
就业形势。在学校的安排下，他们
进入赋能公司实习，在实践中检
验所学知识。（下转第三版）

准毕业生成了企业骨干
本报记者 张利军 《教育时报》记者 庞珂

在 2020 年北京联合大学课程
思政教学设计大赛的决赛赛场，
艺术学院教师戴文俊领着学生通
过传世名画 《富春山居图》，观察
中国绘画“散点透视”的传统技
法，体悟中国人特有的时空观，
还让这幅分藏两岸的传世画作，
点 燃 了 全 场 师 生 共 同 的 家 国 情
怀。最终，这堂全程不讲思政但
又时时处处在讲思政的好课荣获
一等奖。

近年来，北京联合大学不断
深化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校园出
现“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
讲育人”的生动氛围。“目前，我
校课程思政改革已进入从课堂、
专业和高校治理体系三个维度协
同 发 力 阶 段 ， 力 求 探 索 高 校 从

‘课程思政’到‘三全育人’的可
靠路径。”北京联合大学党委副书
记赵锋说。

帮教师打好课程思政
基本功

2017 年 11 月，党的十九大召
开后的一个月，北京联合大学旅
游学院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大赛举
行，15 名主动报名的专业教师第
一次在赛场上展示课程思政的教
学成果。

“坦率说，效果不好。”旅游
学院院长严旭阳说，“教师们的教
学内容说教、嫁接的痕迹明显，
感觉‘一口盐，一口水’，远没有
炒成一盘菜。”

“场上的情况，反映了教师们
对课程思政认识的真实水平。”北
京联合大学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孔
军说。课堂是育人主渠道，教师
的认识水平跟不上，课程思政理
念就无法在课堂落地。这个问题
成为学校党委研究的中心议题之
一。“学校党委统一了认识，必须
挖掘课程本身蕴含的思政元素，
并有机融入课堂。”赵锋说。

问题从教师中来，也必须问
计于教师。时任学校党委书记韩
宪洲带领党委宣传部和教务处到
各学院反复听课和座谈，寻找课
堂上存在“课程思政”的蛛丝马
迹，对发现思政元素融入比较自
然的教师，宣传部和教务处共同
开展重点辅导，形成精品，录成
视频，然后向其他教师展示。这
个过程中，教师们逐步发现了课
程思政的难点在于教育者先受教
育。

受什么教育？学校党委因势
利导，发挥基层党支部优势，带领教师们集体备课研讨，教师们逐
步发现，在课堂上要想讲清楚学科和专业的前沿问题，有一个“诀
窍”，就是新时代新问题必须遵循新理念。校党委把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汇编成册，发放给每一位教师。教师们发现，
谁能在政治理论学习中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谁的课程思政
就开展得好。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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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施剑松

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

值得纪念的日子、值得颂
扬的名字，这样的历史是红色
的，充满了精神和力量。

14 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的历史是凝重的。东北抗
日联军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
曲曲壮烈的乐章，用动人心魄
的英雄事迹写就了“勇赴国
难、自觉担当、顽强苦斗、舍
生取义、团结御侮”的东北抗
联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别具特
色。

英雄事迹指引后人
不断前行

杨靖宇、李兆麟、赵尚
志、赵一曼⋯⋯这些英雄的故
事流传在白山黑水间，以他们
名字命名的学校、公园、街道
坐落在东北大地的各个城市，
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铭记。

在靖宇县杨靖宇将军殉国
地，矗立着高大威武的杨靖宇
将军雕像：头戴皮棉帽，身穿军
大衣，裹着绑腿，足蹬草鞋，手
持望远镜，目光炯炯⋯⋯

1940 年 2 月 23 日，杨靖
宇在濛江县 （后改为靖宇县）
与日寇只身作战中壮烈殉国，
年仅 35 岁。杨靖宇牺牲后，
日军割下其头颅，又剖开其腹
部，发现他的胃里除了没消化
的树皮、草根和棉絮外，竟没
有一粒粮食，残暴的敌人都十
分震惊。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站
在那棵常青树下，我感觉将军离
我们很近很近，我似乎看到他在
林海雪原战斗的身影⋯⋯”长
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护士班学
生王睿妍说。

东北烈士纪念馆矗立在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
241 号，静谧、肃然。“这条
街原本叫石山街，1946 年更
名为一曼街。”东北烈士纪念
馆馆长刘强敏说。目前该馆设
一个机构、多个展馆，包括东
北烈士纪念馆、东北抗联博物
馆、中共黑龙江历史纪念馆。
2015 年，东北抗联博物馆的
基本陈列 《抗战十四年——东
北抗日联军历史陈列》 正式对
外开放，抗联战士使用的武
器、电台、文献等328件藏品
见证了 14 年艰苦卓绝的抗战
历史。

“1931 年‘九一八’事变
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
东北的阴谋，成为血淋淋的现
实。东北大地，生灵涂炭，灾难
深重。愤怒的东北同胞义勇当
先，保卫家园。在民族危亡的关
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
号召，团结民众，组建抗日武
装，与日本侵略者殊死抗争 14
年，直至抗战胜利⋯⋯”在纪
念馆的序厅，讲解员的介绍把
人们带入了那些斗争场景。

赵一曼就是诸多抗日英雄
中一个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
名字。“九一八”事变之后，
赵一曼被派到东北，组织领导
反日斗争，先后在沈阳、哈尔
滨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和工会工
作，1933 年 4 月，与中共满
洲省委其他同志共同领导了著
名的哈尔滨市电车工人大罢
工，取得胜利。

1935 年秋，赵一曼在与
日军作战中为掩护部队突围，
身负重伤被俘。

一份尘封的日本档案，记

录了赵一曼牺牲前的遭遇：“七
月二十六日对赵一曼女士的电
刑，操作准确，新式电刑器具功
能发挥正常，给了赵一曼女士超
负荷的最大压力。在长时间经受
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
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
从医学生理上解释。”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
日军杀害，年仅 31 岁。她用自
己年轻的生命实现了抗击日寇、
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

每一幅照片，每一件实物，
每一段文字，都让参观者重回往
昔峥嵘岁月。“英雄们的事迹犹
如红色种子，从浸润心田渐渐长
成了一棵根深叶茂的常青树，抗
联精神已在一代代人的心中扎
根，指引后人不断前行。”参观
者王蔷写下感言。

据不完全统计，在东北抗日
战争期间，有上千名东北抗日联
军指挥员英勇牺牲，其中军以上
干部就有 38 位，师级干部 100
多位⋯⋯杨靖宇、赵一曼等是无
数抗联英雄的杰出代表。

将东北抗联精神发扬
光大

身着抗联战士服，佩戴袖
标，演唱抗联歌曲⋯⋯东北抗联
博物馆有这样一支“红色轻骑
兵”——黑龙江省弘扬东北抗联
精神艺术团，这是东北抗联老战
士李敏在2002年组建的。“团员
40 余人，平均年龄 64.5 岁，也
有抗联战士的后代。艺术团走遍
黑龙江省抗联遗址和战迹地，每
年都到大中小学、工厂部队、社
区演出近百场，用歌曲、朗诵等
多种艺术形式弘扬抗联精神。”
艺术团成员王雅嫣说。

“对于东北抗联精神最好的
传承就是将这段历史写进教科
书。”抗联老战士李敏曾说过这
样一句话。耄耋之年的她追寻着

战友们的足迹，高举曾经战斗的
旗帜，将东北抗联精神传颂在白
山黑水间。从 2002 年开始，李
敏不断呼吁将“东北抗联十四年
历史”写进教材。

进入新时代，十四年抗战
的时间概念得以明确。在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上，东
北抗联英模部队方队紧随八路
军、新四军英模部队方队接受
检阅。东北抗联精神与红船精
神一道，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光
辉历程，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始
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和使命。抗联精神必
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征程中发扬光大。

“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岁
月中铸就的东北抗联精神，是抗
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红船
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一道，共同
构成我们党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
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
松友说。

2017 年，教育部印发 《关
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
落 实 “ 十 四 年 抗 战 ” 概 念 的

函》，要求将“八年抗战”一律
改为“十四年抗战”，全面反映
日本侵华罪行，强调“九一八”
事变后的十四年抗战历史是前后
贯通的整体，应在课程教材中予
以系统、准确体现。教材修改要
求覆盖大中小所有学段、所有相
关学科、所有国家课程和地方课
程的教材。

当年，94 岁的李敏接过记
者送来的教科书，仔细端详，不
停地说：“十四年抗战终于进教
材了，意义太重大了！太好了，
太好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东北抗联精神已成
为一种内生动力”

“吉林省把过去那种平面式
的研究抗联，变成立体式的研究
抗联，再加入新时代的元素，从
传承红色基因这个角度进行深入
挖掘。”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
任穆占一告诉记者，多年来，吉
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省委党史
研究室，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
范大学等高校以大量东北抗联档
案资料、详尽历史史实为依据，
深入研究抗联史实，不断挖掘抗
联精神及时代价值，取得丰硕成
果。 （下转第三版）

红色种子从浸润心田到长成一棵常青树——

白山黑水十四年 抗联精神代代传
本报记者 曹曦 赵准胜

2 月 16 日，小朋友在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新华书店阅读图
书，在浓浓的书香中度过假日时光。 刘继东 摄

本报讯 （记者 景应忠）
近日，随着贵阳青年人才筑梦
驿站 （观山湖站） 的开站，外
地来贵阳市求职的大学生有了
一个免费居住的场所。筑梦驿
站由中共贵阳市委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共青团贵阳市
委联合打造，为来贵阳求职的
大 学 毕 业 生 提 供 7 天 免 费 住
宿，旨在帮助解决创业求职青
年人才“住宿难、求职难和融

入难”等问题。
筑梦驿站（观山湖站）共有

19 个房间 57 个床位，房间配备
有无线、电视、洗衣机、冰箱、储
物柜等，公共区域提供打印传
真机、微波炉、挂烫机等服务
设施，还为入住的求职大学生
提供实时就业信息、创业政策
咨询、创业就业知识分享、人
才交流沙龙和城市推介等“Y+
青年之家”各类活动。

贵阳：

为求职大学生提供7天免费驿站

本报讯 （记者 甘甜） 近
日，江西省教育厅印发 《关于
延续给予全省优秀教师在省内
主要景区免门票优惠政策的通
知》，江西省教育厅与省文化和
旅游厅商定，决定给予全省优
秀教师 （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荣
誉称号） 在省内主要景区免门
票的优惠政策延续至 2023 年
12月31日。

江西此项政策自 2018 年 9
月开始施行，由省教育厅等部
门联合出台，营造了尊师重教
的良好社会氛围。为全面深化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不
断提高教师地位待遇，努力让
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江
西省教育厅与省文化和旅游厅
决定延长此项优惠政策。

据 悉 ，江 西 省 目 前 共 有
3800 余名优秀教师能够享受此
项优惠政策，教师凭本人身份证
和“江西省优秀教师红色研学游
畅通卡”即可免门票进入全省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各地各校
将按照通知要求，加大政策宣传
力度，确保全省优秀教师能够充
分享受到这一优惠政策。

江西：

3800名优秀教师免票游玩景区

岁末年关，记者来到湖北
省京山市，沿高关水渠东行，
一路风光无限，满眼是新春勃
发的生机。

一大早，记者跟随京山市
实验中学扶贫工作人员来到五
湾村三组一处崭新农家门口。

“承俊在吗？”同行老师喊道，
不多时，从旁边养猪场走出一
个精瘦汉子，近 50 岁，不高
的身材，黑黝黝的脸膛，忙着
和我们打招呼。端上茶水，他

高兴地和我们攀谈起来：去年
养猪场收入 8 万多元，儿子大
学毕业后在武汉顺利找到工
作，前两天又买了一辆二手车
代步运猪饲料，日子越过越红
火，“感谢市教育局扶贫工作
队的帮扶，让家里顺利脱贫
了”。

毛承俊原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他的故事还得从 7 年前说
起。

2013 年冬天，毛承俊和

妻子田先霞在武汉打工，夫妻二
人年收入达 7 万多元，儿子在武
汉读大学，除去儿子在读大学的
开销，两人纯收入每年达到 5 万
元，夫妻二人商量：再过几年回
家翻修新房，过上小康日子。正
当他们陶醉在收获的喜悦中时，
一场灾难突然降临在这对勤劳的
夫妻身上：田先霞体检查出乳腺
癌。

如同晴天霹雳，突然得了
这么重的病，今后的出路在哪

里？田先霞住进了武汉同济医
院，多年积存下来的 10 多万元
很快花光，还向亲戚朋友借款
12 万元，这场疾病压垮了这个
家庭。面对未来，夫妻二人感
到迷茫。

2014 年春天，京山市实验
中学扶贫工作人员丁远金在五湾
村三组走访村民时，见到了毛承
俊两口子，毛承俊看起来萎靡不
振，仔细询问后，丁远金动员他
把自己的情况写成详细材料，并

向村委会反映。很快，通过村民
代表评议，毛承俊家被纳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之列。

随后，京山市实验中学驻村
工作队为毛承俊家申报了危房改
造资金 9800 元，经过帮扶人和
工作队的努力，村委会送来了砖
瓦，毛承俊自己当泥瓦工，经过
大家一个多月的努力解决了住房
问题。住进了敞亮的新房，毛承
俊高兴地贴上对联：扶贫政策惠
民心，新屋落成谢党恩。

住房翻新点燃了毛承俊“翻
身”的希望。扶贫先扶志，扶贫
必扶智。为了实现收入稳定，帮
扶队依据毛承俊的特长，给他制
定了养猪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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