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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扩招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
重大决策，其中，退役军人是重要的受
益群体。当这批特殊的学生回到阔别数
年乃至十几年、几十年的课堂时，如何
确保他们学出效果、学出质量？

湖南省邵阳市是兵源大市，也是双
拥模范城市，全市有20多万名退役军
人。2019 年以来，面对重回课堂的
1000余名退役军人，邵阳职业技术学
院按照“标准不降、模式多元、学制灵
活”的原则，努力实现“扩招又提质”。

助力退役军人实现人生梦想

第一次看到退役军人学员的统计信
息表，邵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段雪梅吓
了一跳：1003名学员里接受过正规高
中教育的有57.2%，有工作或正在自主
创业的占86.7%，在政府机关上班有固
定作息时间的仅有12%。年龄方面，
30岁以上的超过一半，还有100多名
学员超过40岁。

学历不等、年龄跨度大、作息时间
不规律……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意味
着退役军人学员们的学习能力、学习时
间差异巨大。“确保他们学出质量、学
出效果，成为学校必须解决的关键问

题。”段雪梅说。
学校首先从专业入手。邵阳职院有

22个专业，倘若把这些专业一股脑抛
给退役军人学员选择，看似省事，其实
是模糊了他们的群体特点，有可能给他
们造成学习障碍。

经过几番讨论，学校按照“理论好
学、技术易会、校企合作有基础、地方
发展有需求、学生毕业好就业”的原
则，精选出电梯工程技术、汽修、工业
机器人等8个最适合退役军人学员学习
的专业，一经推出，就备受学员们青
睐。

针对学员们迥异的学习时间，学校
做好课程分类和授课。必须当面集中授
课的，千方百计也要完成；可以线上进
行的，则由教师依托智慧教育系统，做
好线上教学。

叶慧芳是电梯电工基础课的专业教
师，今年还不到30岁。面对两个班75
名年龄普遍比她大的退役军人学员，她
以细致的教学和耐心的辅导，赢得了学
员们的信赖。在她的带动下，很多学员
拿出当年在部队时不怕苦不怕累的劲
头，克服困难，顺利完成课程。

“退役军人学员重新走进课堂，都

抱着改变人生、再次拼搏的愿望，我们
更应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帮助他们实现
梦想。”叶慧芳说。

一年多来，凭借严格的教学标准和
严谨的教学管理，邵阳职院高质量完成
退役军人学员的教学，赢得学员的一致
好评。

先进教学资源投入退役军人班

点击鼠标，轻敲键盘，谁的作业质
量不高，谁还没有收看教学录像，一块
屏幕上，班级学员的学习进度一目了
然。

为了更高效高质完成退役军人学员
的教学工作，邵阳职院构建了“退役军
人人才培养智能云教学平台”，用智慧
化教育技术帮助学员完成学业。

“该系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抓取师
生教与学的行为大数据，把大数据与课
程标准进行对照，便可即时智能输出教
师的教学行为画像、学生的学习行为画
像、班课的整体成效画像及课程当前实
施进度、教师的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
学生的学习目标达成度、一门课程完整
的教学质量报告。”段雪梅介绍。

（下转第二版）

退役军人在这里学到真本领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扩招提质工作小记

本报记者 高毅哲

武汉大学邀请
抗疫英雄赏樱

▼3月13日，广东援鄂医疗
队成员梁仕凤带着孩子来到武汉
大学赏樱游玩。

当日，武汉大学抗疫医护人
员赏樱专场启动，来自全国各地
的援鄂抗疫英雄在樱花树下重
逢，尽享樱花之约。

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会址。。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没想到，《民法典》 改变了我的家
庭，现在家里氛围变得更融洽、更和谐
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小学四年级
学生家长王女士说。她告诉记者，通过学
校组织的各种学法、知法宣传活动，全家
人收获很大。

“青少年法治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我
们倡导滴灌式教育，从细小环节上坚持常
抓、长抓，通过持续性、长效性的活动和
载体，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孩子们在耳濡
目染、亲见亲历中感受、体悟法治的功能
和魅力，进一步增强法治观念和法律意
识，创建和谐、平安的校园环境。”黑龙江
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
书记、厅长赵国刚说。

近年来，黑龙江省教育系统坚持以习
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人为本，在针对
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创新宣传教育形
式，积极探索普法有效途径，做出提升青
少年宪法法治教育质量的最优解。

播种子：法治观念要从小根植

法治观念要从小根植。2019年，黑龙
江省第一间标准化法治资源教室在哈尔滨
市和兴小学校落成，开拓了中小学法治教
育的新局面。“法治资源教室丰富了法治教
育形式，也成为我校法治教育的核心功能
教室和主阵地，为我们推开了一扇新的法
治教育之窗。”和兴小学校校长韩吉青说。

“法治资源教室的法治体验课是最受孩
子们欢迎的课程。”韩吉青介绍，学校以资
源教室为基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把
孩子们领进来、开眼界，全面提升学生的
法治素养。在每周三的班主任自主服务课
程中，班主任会带领学生来到法治资源教
室，进行一个小时的课后服务。

和兴小学校还利用《道德与法治》教
材中的法治切入点，把一至五年级的教材
内容规划成“我是小法官”等4个主题，每
周排出“入室课表”，让每个班级、每个孩
子都有机会来到法治教室，感受最真实的
法治教育。“我们从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
习《道德与法治》，通过学习了解到很多的
法律知识和小学生该具备的法律常识，现
在有了法治教室，就更喜欢法治课了。”该
校四年级学生邓雨彤说。

“为增强青少年宪法法治学习体验，由
财政支持，每个县（区、市）至少配置一
个‘法治资源教室’，2021年底前将全部实
现互联互通，并与教育部普法网课程资源
共享。”黑龙江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处长黄

冬艳告诉记者，为了提升校长、教师的法治素养，举办了多期省级依法治校示
范校负责人法治专题培训，培训校长1000余名，还开发中小学教师法治培训
考核平台，全省29.1万名中小学教师在线学习达到608.7万人次。

搭台子：筑牢校园阵地安全网

近日，牡丹江市第二高级中学高二（2）班20名学生走进牡丹江市中级人
民法院，参加第126次“公众开放日”活动。“能参加这样有意义的活动感到
很开心，零距离的体验是我们增强法治观念、树立法治信仰的最直观、最有效
的教育方式。”一名参加活动的学生说。

学法、知法、守法、用法。黑龙江省委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工作，在法治建
设过程中，强化制度引领，高位谋划推动青少年宪法法治教育，通过地方立
法，将《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相关内容、要求纳入《黑龙江省法治宣传教育
条例》，为有效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提供了立法保障。省教育厅制发了《落实
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实施方案》《普法责任清单》和年度普
法计划等，层层落实，步步推进，件件落地。13个地市及其所属县区的青少
年宪法法治教育工作扎实有效，针对不同学段、不同年龄的青少年开展活动，
普法教育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参观、宣誓、互动……2020年12月3日，在第七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
际，哈尔滨市和兴小学校、黑龙江大学百余名师生代表走进黑龙江省青少年学
生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成为首批参观者。学生们通过“权利义务对对碰”“宪
法伴我们成长”等多款宪法主题互动游戏，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提升了大
家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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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尺”在手 如何用之有度
➡➡➡详见第二版

【新闻·要闻】 【基层新闻】

襄州：“45分钟以外”交给阳光
➡➡➡详见第三版

“大约过了20多分钟，‘哗啦’
一声，又高又厚的城门敞开了。曾营
长率领大队人马一下子涌进了城，二
三十个司号员一起吹起冲锋号……这
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县城。”
这是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走进
遵义会议会址》中“智取遵义城”小
节对红军进攻遵义城时的描述。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
产党简史》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
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
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
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一次生命
攸关的会议，让贵州省遵义市成为党
史上著名的转折点。

红色细节感动当代青年红色细节感动当代青年

“每一次游历都有新收获！”春节
前，再一次来到遵义会议会址造访的
贵阳市民李毅说，早些年读初中、高
中时就从教科书上了解到一些关于遵
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及其对中国共
产党以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意义，
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遵义会
议精神永放光芒”！

1935年 1月遵义会议的《中共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
结决议》，起到了修正错误后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人向前看的作用，确立
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和在军事
上的指挥权。

随后，经过二渡赤水回师黔北、
攻战娄山关、再战遵义城，特别是3
月10日至12日在苟坝召开的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上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
放弃攻打打鼓新场。会议结束后，中
央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
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

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纪念馆内的展陈史料这

样记载：当遵义会议决议传达到各军
团、师、连队时，天空正下着蒙蒙细
雨，各级指挥员、战士们都激动得难
以自抑，泪水与雨水交融迸流。“这
些红色细节更感动人！”贵州商学院
副教授陈绍松说，特别是对于青年学
子而言，要尽可能地用红色细节讲活
红色故事。

会址确认中有段会址确认中有段““往事往事””

在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 96
号，一栋青瓦丹柱、灰砖白墙的二层
砖木结构房子格外引人注目。1964
年，毛泽东亲笔题写“遵义会议会
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
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举世闻名的遵义会
议！”遵义会议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

周润说。
“其实，遵义会议会址的最终认

定也有一段很多人不知道的往事！”
纪念馆有关负责人介绍，遵义会议是
在严酷战争环境下秘密举行的，党和
红军领导人的行踪不可能大势声张。

1949年，遵义人民怀着对党和
毛泽东的深厚感情，迫切想知道当年
红军长征时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
会议的会址在哪里。1951年，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中共遵
义地委、行署成立遵义会议纪念委员
会，决定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于是
组织人员对市内可能举行遵义会议的
地方进行调查，并着手征集与红军长
征有关的文物资料。

据当年参加过红军活动的一些群
众回忆，在遵义老城杨柳街天主堂内
开会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初步确定
天主堂为遵义会议会址，并挂出“遵
义会议会址”的牌子。

1954年 8月，在北京中国革命
博物馆筹备机构致函遵义市委告之有
关遵义会议会址详细信息后，时任中
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电告贵州省
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

房子里召开的。”至此，
遵义会议会址确定

下来。

为老区培养更多传承人为老区培养更多传承人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遵义视
察期间，作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
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的重
要指示，提出“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
义故事”殷切期望。

遵义市教育局坚持以革命传统教育
创新德育，以红色文化浸润师生，以长
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涵养全市青少年
学生。近年来，遵义启动“讲好长征故
事·落实立德树人——长征故事进校
园”项目，截至目前，全市遴选22所
首批市级示范学校推进该项目，下发资
金317万元支持各示范学校开展红色课
题研究、红色文化培训、红色课程改革
等；举办长征故事进校园骨干教师培训
班，培训德育校长、骨干教师640名；
投入100万余元编写《长征故事进校园
教师教学用书》发放各中小学。

遵义市老城小学六年级学生张瑞
凝，在该市的小小宣讲员中的名气不
小，先后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全国
优秀志愿讲解员”“贵州省新时代好少
年”等称号。遵义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
说，全市共培养小小宣讲员近1000名，
他们不仅长期在遵义会议会址、苟坝会
址等红色文化场馆义务宣讲红色文化和
红色精神，还多次参加“遵义会议永放光
辉——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主题展
览”全国巡展中的宣讲活动，把红色精神
传递给更多青少年学生。

遵义还连续举办三届长征故事进校
园故事大赛，203名中小学生进入决
赛；连续三届征集长征故事进校园优秀
德育活动案例和教学设计，征集作品
1200余篇（件）。

“遵义会议会址已成为大中小学生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仅
2020年就有9741名中小学生参观和接
受红色教育。”周润说，纪念馆今后将
以遵义会议精神“七进”为载体，把革
命精神宣讲给更多大中小学生，为革命
老区培养更多的红色传承人。

坚持以革命传统教育创新德育、以红色文化浸润师生——

遵义用生动细节讲活红色故事
本报记者 景应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