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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争国权以救危亡，是
青年男儿之有责”的聂荣臻，
到“宁死而不求虚伪、卑污、
罪恶的自由”的邹子侃，再到

“现在、将来而且应该永远为
社会做好事”的李真⋯⋯日
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
建筑工程学院红色家书品读志
愿服务队成员开展的第四期

“红色家书分享会”，吸引了许
多学生。

为进一步拓展“四史”学
习渠道，丰富学习形式，水利
与建筑工程学院党委开展“品
家书”“游百馆”“讲故事”系
列活动，不断推动“四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心、走实。

品家书：在学思
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
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
用实行来教育你⋯⋯”听着辅
导员张雯璐饱含深情地朗诵抗
日英雄赵一曼的家书，现场的
学生个个红了眼圈。

红 色 家 书 是 最 真 实 的 党
史，也是最鲜活的教材。水利
与建筑工程学院充分挖掘红色
家书的时代内涵和教育功能，
开展“读红色家书、悟家国情
怀”系列活动，通过家书分享
会、诵读会、情景表演等，以
图文、音频、视频等形式，展
示一封封充满激情的家书。为
提高实效，学院还成立了红色
家书品读志愿服务队，专门负
责家书品读活动的文字处理、
视频制作、宣传推广等工作。

2020 年以来，学院已录
制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
国，一切听之而已》《不论学
工学农，只要好好干都有出
路》 等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诵读视频 30 余个，编辑
整理近 8 万字的 《品读红色家

书》 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读
物。目前，学院已形成辅导员
带头、样板支部全员参与、学
生党员积极响应、广大学生自
发诵读的良好局面。

“于家书里学习‘四史’，
于历史中坚定方向。”水利类
2006 班学生黄志鸿说，我们
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
活，在新的长征路上，向革命
先辈学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不懈奋斗。

游百馆：在知行
合一中锤炼意志品质

“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雕塑⋯⋯这
个雕塑体现了政党、领袖与群
众的密切关系，体现了毛泽东
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也体
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
安精神是夺取胜利的力量源
泉。”这是去年4月学院水力学
研究生党支部学生张一清带领
大家“云游”延安革命纪念馆
时的讲解。

为了使“四史”学习教育
活动打破空间限制，学院开展

“行走的课堂——游百馆、访
四史”大学生返乡社会实践活
动，鼓励学生利用假期走进家
乡周围的红色文化纪念馆，借
助网络平台，通过直播、录微
视频等方式讲解红色文化场
馆。

理论读懂弄通了，再把它
讲出滋味来，这是一门技术
活。一次次馆内试讲，不仅是
一次次学习，更是一次次心灵
洗礼。张一清说：“为了短短6
分钟的讲解，我收集学习了 5
万多字的资料，对延安精神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更坚定了马
克思主义信仰。”

2020 年以来，学院 30 余
名学生、8 个党团支部和 10 余

支社会实践队伍，分别线上走
访和线下调研了延安革命纪念
馆、辽沈战役纪念馆等 40 余
个红色文化场馆。

讲故事：在见行
见效中弘扬伟大精神

“天边不如身边，道理不
如故事”，为增强“四史”学
习的吸引力和参与性，学院围
绕“爱国力行，青春发声”主
题，从讲好西农故事、讲好水
利故事、讲好抗疫故事三个不
同视角，结合微党团课和主题
演 讲 的 形 式 ， 充 分 融 合 听 、
说、读、写、唱、画、演的表
现方式，抓好“四史”常态化
学习。

目前，学院已编印 16 万
字的 《听前辈峥嵘故事，做新
时代追梦人》 文集送给全院师
生，讲述“九八抗洪精神”“踏黄
河迹、寻大禹志”等 7 个水利故
事，推送《李仪祉：历史治水名
人》《沙玉清：泥沙淘尽玉始清》
等文章，并邀请学生分享抗疫
故事，在全校范围内举办“青春
告白祖国故事分享会”，吸引了
众多学生观看。

看到一名学生分享自己用
所学专业知识为当地设计高标
准农田方案的故事，一直困惑
于如何将强农兴农落到实处的
农业工程专业研究生高龑十分
震撼：“原来学习服务无处不
在，这位同学给我们作出了榜
样。”

“‘品家书、游百馆、讲
故事’系列活动改变了单一的

‘ 你 讲 我 听 ’ 的 学 习 教 育 模
式，极大地激发了师生的参与
热情，学习教育效果明显。”
学院党委书记李筱英表示，学
院将继续做好“四史”学习教
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品家书 游百馆 讲故事
——西北农林科大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创新开展“四史”学习教育

通讯员 吴乔 李洁 本报记者 冯丽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这八个字悬挂在上海市兴

业路一栋小楼之上。100年前，
一群年轻人聚集在这里，革命
之风雷，在这里激荡，中国共产
党从这里出发。

100年前那条由外国人命
名的“望志路”，如今已更名为
中国人的“兴业路”。

从“望志路”到“兴业路”，
百年之间，一个政党从“少年志
向”到为亿万万人民的福祉而
奋斗。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千
里之遥，一个古老民族终于打
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亿万万人的家园，百年拼
搏，为了民族独立、人民翻身、
国家富强，中国共产党人汇聚
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历史
会记住百年党史中一代又一代
人的奋斗和牺牲，历史也会给
百年前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个肯
定的选择。

当编年史家平静又执着地
把一件件历史事件，当作一个
个链环连成一条纵贯数千年的
链条时，总有一些伟大的姓名
和灵魂，让这条钢索紧绷，让史
家眼中灼出光彩。这样的时
刻，茨威格称之为“人类群星闪
耀的时刻”。“在这个人类难以
企及、不朽的时间黑夜里，它们
宛若星辰，刺破了黑暗，放射出
永恒的光芒！”

在党史百年的天空，无数
的名字刺破黑夜，宛若星辰。
吴玉章、成仿吾、谢觉哉、林伯
渠、钱亦石、蒋南翔、陈望道、李
四光、竺可桢、恽代英，他们或
是革命家，或是学者，或是名

士。但除此之外，他们都还有
着另外一个名字——“大先
生”。“先生”二字，温情脉脉又
风雷万钧，可俯身可仰望。

他们生长在“覆屋之下，漏
舟之中，薪火之上”的国家，面
对“积弱积贫，九原板
荡，百载陆沉”的民
族，不求苟安，不求闻
达。以弱身，御强世。

千秋伟业，百年恰
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百年
基业，处处是这群大先生的身
影。

他们是先驱者。那个特里
尔的“幽灵”，最先造访了这些
伟大的头脑。红色的激流汇入
黄色的土层，他们让世界四分
之一的人口选择了马克思主
义，涤荡风雨如磐的暗夜。

他们是呼喊者。汗水似
墨，他们以“如山石崩裂，似岩
浆喷涌”的雄文，叫醒了一代青
年。清风出袖，明月入怀。他
们把千年文人的风骨劈作柴，
填进炉，烧燃国民救亡图存意
志，不息不灭。

他们是救亡者。在烽火连
天的战乱中守拙，在大江大海
里南渡北归。他们的血脉里，
似乎汩汩流动着黄河的灵慧。
千秋万载，不改其志。危难时，
发出怒吼，振聋发聩。

他们是大先生。整个百年
是他们的讲坛，整个民族是他
们的学生，凋敝的国土是他们
的黑板，救亡图强的呼喊是他
们的教鞭。

教育，国族之命脉；先生，
教育之魂魄。

教育衰颓，纵四海平定歌
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
迷茫、振兴乏力；先生转身，
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
民力丰沛、国体向上。百年前，
科举未废，私塾、官学、国子监、
洋务学堂俱在，教育曾经对穷
人禁闭着大门，是这一群红色
教育家开创了新中国教育的样
貌，他们建大学、奠学科、育新
人……

水打山崖，风过林海。百
年弹指，先生转身。

先生先生了百年，后生后
知在此间。百年过去，中华民
族长风一拂，万弩齐发。“两弹
一星”出世、“嫦娥”奔月、“蛟
龙”入海。那些“驯火者”“驭龙
者”仍循着百年前先生走过的
路，从“望志路”走向“兴业
路”。抬眼处，先生消瘦的身影
在前方引路，弯腰处，整个华夏
民族都为先生鞠躬。

百年过去，又到一个清明
节，按照惯例，生者祭拜死者。
病毒学家曾毅、地质学家李吉
均、高分子物理化学家张俐娜、
哲学家方克立……又有许多大
先生离我们远去，这些从无数
赫赫巍巍的民族精魂中擢选出
来的大先生，如今将星归位。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浩
浩然，茫茫然，滂滂然，沛沛然！

在党史百年的全新起点，
在慎终追远的清明时节，当古
老弥新的中华文明与洞悉人类
发展的思想理论再一次重新相
遇，请允许我们向这些曾经为
民族“转身”的大先生，献上永
不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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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 施剑松） 北
京市教委日前召开北京高校绿色
学校创建工作部署及交流会，明
确 2022 年底北京至少 70%的高
校建成绿色学校。

2019 年 9 月，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 《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
案》。2020 年 4 月，教育部办公

厅、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 《绿
色学校创建行动方案》，要求各
地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开展绿色学
校创建行动，到 2022 年，60%
以上的学校达到绿色学校创建要
求，有条件的地方要争取达到
70%。

北京高校绿色学校创建专家
组组长、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林震

介绍，《北京市绿色学校创建标
准》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 3
个方面体现北京特色：一是系统
性，围绕绿色校园创建要素，科
学设置 3 级创建指标体系及评估
标准；二是针对性，《标准》 强
调绿色学校创建工作与教育教
学、校舍建设、日常管理和节能
减排的有机结合，同时，根据高

校和中小学校的不同特点，区分
为高校和中小学两套标准，便于
分类推进；三是操作性，《标
准》 在整体创建目标设计上，既
体现首善标准，又充分考虑可行
性，具体到每一项创建指标，都
实现了可检查、可量化、可评
估。

据悉，北京市教委将组织
绿色学校创建工作专班和专家
团队，对申报创建的高校开展
评估验收，确保 2022 年底，至
少有 70%的高校绿色学校创建
达标。

北京：2022年七成高校建成绿色学校

本报讯 （记者 黄星） 近
日，福建省发改委印发 《福建省
义务教育提质扩容工程建设方案

（2021—2025年）》，聚焦义务教
育薄弱环节进行改善与能力提
升。

方 案 提 出 ，“ 十 四 五 ” 期

间，要统筹优化城乡义务教育学
校布局建设，各类学校办学条件
达到省级基本办学标准。其中，
以城镇为主消除大班额，以乡镇
为主建设寄宿制学校，以规划长
期保留的乡村学校为主建设小规
模学校。结合新型城镇化和人口

流动需求，工程项目向义务教育
学位缺口严重的城市新区等人口
集中地区倾斜。优先支持教学、
学生生活设施存在较大缺口，且
难以通过调整房舍用途解决的学
校，构建与人口规模相适应的义
务教育布局。

在建设资金方面，方案明确
工程所需建设投资由省级预算
内投资、地方财政性资金和学
校 自 筹 资 金 等 多 渠 道 投 入 组
成。同时，对福建省原中央苏
区、闽东苏区及原省级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项目，按照不超过项
目总投资 80%的比例进行补助，
其他地区以不超过项目总投资
60%的比例进行补助。省级预
算内投资，原则上对每所学校
的补助额度不超过500万元。

福建：聚焦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提质扩容

▲日前，江西省资溪县中小学生和当地群众来到烈士陵
园，聆听“老兵宣讲团”讲先烈故事。 吴志贵 摄

◀日前，上海市黄浦区荷花池幼儿园的孩子，通过展示
自己制作的“红色小报”向英雄致敬。 赵安逸 摄

祭英烈 学党史

◀日前

，中国人民大学深入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举办缅怀革

命先烈系列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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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不朽青春 缅怀先驱风骨
➡➡➡ 详细报道见今日二、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