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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历史·中共七大】
延安杨家岭，76 年前，在雄壮的
《国际歌》 歌声中，代表全国 121 万党
员的 547 名正式代表和 208 名候补代表
聚集一堂，隆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
这次历时 50 天的大会，明确以毛
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使我党
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
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红色足迹·杨家岭革命旧址】
延安城西北方向约 5 公里，杨家岭
革命旧址，中央大礼堂巍然矗立。
2015 年 2 月 14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这里参观。他动情地说，这里我来
过多次，插队时每次到延安都要来看
看，每次都受到精神上的洗礼。
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七大制定了
正确的纲领和策略，集中概括了党在长
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确立了毛泽
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落实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
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要求全
党同志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
态，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继续
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重温初心使命】
初夏的延安，前来革命旧址的参观
者络绎不绝。“十三五”期间，延安接待游客超过 2.5 亿
人次。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
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为人民服务》 讲话纪念广场，
国网嘉兴南湖供电公司党委书记王宏韬和同事们整理好着
装，齐声诵读。
“国网在延安有张思德服务队，在嘉兴我们也成立了
红船共产党员服务队，名称虽然不同，但我们目标一致，
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陕西篇
——

巍巍宝塔 初心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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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
巍巍宝塔，滔滔延河——延安，革
命圣地。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
史性转折的时期。
红色沃土，峥嵘史诗——照金，军
民鱼水情深。20 世纪 30 年代初，以照
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
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奋进新时代，牢记总书记嘱托，陕
西各地老区人民以延安精神滋养初心，
以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淬炼灵魂，不断
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教育报
客户端

“四史”教育全面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

和使命。
”王宏韬说。
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党委书记
薛耀军介绍，延安现存 445 处革命旧
址，有 30 座革命主题博物馆，是全国
革命旧址数量最多、时间跨度最长、
内容最为丰富的城市。
“我们要将延安打造成中国革命博
物馆城，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前
来参观学习，不断传承和弘扬延安精
神。
”薛耀军说。

在这里，汲取信仰力量

【红色历史·西北地区第一个山区
革命根据地创建】
铜川照金，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
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刘志丹、谢
新华社记者
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
英勇开展革命活动，创建了以照金为
中心的西北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
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薛
家寨成为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
贺占军 中心和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基地。
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在照金至今口
口相传。
“父亲在世时告诉我，当年山上
张斌 建造防御工事，修整碉堡、打墙需要的黄
土全靠热心的老百姓拿肩扛、用背驮。”
照金镇农民田发义是老红军田德法的儿
子，他说，
“边区后勤部在山下建起贸易
集市，坚持‘公买公卖、群众先买’的原
则，
只要不打仗，
这里天天有集市。
”
【红色足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
金纪念馆+薛家寨革命旧址】
2015 年 2 月 14 日下午，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考察 。
他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英雄纪念碑敬
献花篮，参观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
金纪念馆，考察了当年红二十六军和
陕甘边区游击队在山崖上利用天然洞
穴修建的薛家寨革命旧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照金为中
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
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要加强对革
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总结历史经
验，更好发扬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
【传承红色基因】
近年来，照金镇不断挖掘红色资源、传扬红色精神。
2015 年以来，照金纪念馆先后在北京、上海、贵州遵义等
44 座城市开展了 55 场巡展。不仅如此，纪念馆还升级打
造了网络
“微课堂”
，
让更多网友可以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传承的队伍里，还有一群“红孩儿”。穿着红军服，
今年以来的几乎每个周末，11 岁的宋天翊都会轮流出现
在照金纪念馆、薛家寨革命旧址等位于照金的革命纪念
地，为游客义务讲解。
（下转第三版）

全国高校师生同上“四史”思政大课
本报记者 陈欣然 任朝霞
5月22日下午，
天津师范大学物理
“四史”思政大课共设党史、新
与材料科学学院求实教室里，
学生们正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
认真收看
“同
史四堂课，授课重点分别围绕“英
上
‘四史’
思政大课”
活动的第四讲——
雄、复兴、创新、信念”几个关键词
“同上社会主义发展史思政大课”
。
展开。四堂课的 12 名主讲教师从 11
“今天课程的主讲专家是顾海良、
所全国重点马院所在高校遴选产生，
马慎萧、付丽莎三位老师。课程内容
其中既有全国知名专家，又有优秀中
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苏东剧变的
青年思政课教师。每堂课围绕一
原因。”
课后，应用物理学专业 2019 级 “史”，由 3 名教师联合讲授。课程推
本科生孟繁烨说，
“ 听了这堂课，我深
出后在全国高校师生中引发热烈反
刻理解了为什么我们国家能够在中国
响，成为高校思政课教师和大学生进
共产党的领导下越来越富强。”
行“四史”集中学习教育的重要渠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道。
于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和
天津师范大学思政课教师王雪超
“大思政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是此次系列课程的主讲教师之一，他
深入推进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教
的授课题目是“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意
育全面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近日，
义”。为了提高课程的吸引力和生动
教育部推出“同上‘四史’思政大
性，王雪超从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对比
课”活动。
着手，从浩瀚的史料中选取了最具代

表性和说服力的故事来论证主题，以此
来说明课程的核心主旨——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作为一名青年思政课教
师，
能够参加
‘四史’
思政大课的录制，
是
荣幸，
是责任，
更是使命。我会谨记习近
平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师的期待与要求，
始终在坚定信仰中讲好信仰，引导大学
生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做中
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树立为祖国为
人民永久奋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
王雪超说。
全国各高校认真组织师生学习“四
史”思政大课，并深入探索以党史学习
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
的教学模式，推动思政课程质量提升。
华东政法大学组织各教研室教师开展针
对性集体备课，组织思政课教师将听课
感受与实际教学相融合，提升教学质
量。（下转第三版）

加强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广西中小学幼儿园将全部封闭化管理
本报讯 （记者 周仕敏） 日前，
广西教育厅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加
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围墙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工作，确保到 7 月底每一所学
校校门、围墙完整、达标，100%实
现校园封闭化管理。
《通知》 明确，学校校门、围墙
是实现中小学幼儿园 100%封闭化管
理的重要基础设施，是确保广大师生
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保障。各地要高

度重视学校校门、围墙达标建设和安
全管理，迅速对辖区内每一所学校校
门、围墙建设和管理情况开展全面排
查、整治工作，重点排查整治校门、
围墙缺失、不完整或不标准、存在安
全隐患的学校，确保到 7 月底每一所
学校校门、围墙完整、达标，100%
实现校园封闭化管理。
《通知》要求，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要不留盲区死角，覆盖所有中小学幼

儿园。对于没有校门、围墙或校门、围
墙不完整，无法实现 100%封闭化管理
的，要尽快补建。对排查出来存在严
重安全隐患的围墙、校门，必须立即停
止使用，并设置安全围挡，落实专人看
管，同时制定重建方案，尽快拆除重
建。各地尤其要加强对民办中小学幼
儿园大门、围墙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对
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下发整改通知
书，
限期整改。

海南信息化平台助力高考改革实践
是高考综合改革启动以来，全国第一
个省级统筹建设、以大数据为支撑、
专门针对高考改革落地实施而设计的
信息化管理平台。海南省教培院负责
人介绍，高考改革信息化平台的功
能，一是指导学生生涯规划，科学引
导学生选科。二是辅助学校预估资源
需求，实现选科组合开放。三是帮助
学校解决在走班教学过程中分班排课
与教学管理的难题。平台的省级统筹

关注 2021 高考高招
本报讯 （记者 刘晓惠 通讯
员 陈蔚林） 日前，记者从海南省教
育研究培训院获悉，结合海南省高考
改革重点课题研究成果，海南省建设
全省高考综合改革信息化平台，为高
考综合改革实践提供强有力支撑。
海南省高考综合改革信息化平台

2021职业教育活动周

本报记者 唐琪 通讯员 何元娇

➡ 详见第五版

红色记忆
党 史 中 的 校 史

荒队员的后代、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12 名小学生回信，勉励他们向爷爷奶
奶学习，
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努力成长为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
新一代建设者，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大陈岛垦荒的故事，要从 60 多年
前说起。当时，团中央组织过两支垦荒
队，一支去北大荒，另一支去大陈岛。
（下转第三版）

从浙江台州椒江码头坐船，向东
行驶 29 海里，一座海岛映入眼帘。很
多人了解并关注到祖国东海上的这座
小岛，正是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十余年
来
“一次登岛、两次回信”
的深情牵挂。
2006 年 8 月 29 日，时任浙江省
委书记习近平专程登上大陈岛视察，
看望老垦荒队员，并充分肯定大陈岛
垦荒精神。2010 年 4 月 27 日，时任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
平给大陈岛老垦荒队员回信。2016
年 5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又给大陈岛老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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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新添堡回族乡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正在学校“开心农场”
的大棚里，给新栽种的辣椒、茄子浇水。近年来，新添堡回族乡中心小学不仅在学校开辟
了种植园，
同时把劳动教育纳入教学体系。
本报记者 尹晓军 张学军 摄

中国教育报刊社“宣讲行职教行”全国公益活动启动

大陈岛垦荒精神代代传

职教改革成效显著
吸引力稳步提升

➡ 详见第六、
七版

我劳动 我快乐

浙江台州椒江职业中专·台州技工学校：

特刊

职教发展“双循环”
美好生活“缔造者”

功能也使得教育部门可以通过数据分析
来进行政策调整，为精准施策提供有力
支撑。四是借助平台中的网络课程，向
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介绍改革政策，
进行答疑解惑。
此外，海南省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为技术支撑，在优化考试科目标准分
方面有了创新和突破，科学解决了不
同学科组合合成总分的可比性，为公
平科学选才奠定了基础。

◀垦荒虽艰
苦，人们脸上却
洋溢着乐观和斗
志。
学校供图

本报北京 5 月 24 日讯 （记者 焦
以璇） 为进一步推进学习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职业教育
大会精神，落实教育部通知要求，今
天，中国教育报刊社组织的学习宣传贯
彻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宣讲行职教
行”全国公益活动在京启动。
从今天开始，
“ 宣讲行职教行”活动
将组织职业教育专家学者、高水平职业
院校的领导和创业就业专家等，深入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
深入职业院校，
宣讲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宣讲全国
职业教育大会精神、宣讲全国职业教育
好经验，
为各地职业教育发展、为职业院
校学生专业学习、就业创业提供支持。
在今天大会主报告环节，
教育部职业
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作《全国职

业教育大会精神宣讲》主旨报告，
从全国职
业教育大会召开的背景、
重大成果和意义、
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的重点任务等方
面，
对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作了解读。
职业教育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教师队
伍。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司长宋磊作《催
化
“生长点”
，
锻造
“传动链”
，
建设高质量职
教教师队伍》主旨报告，
从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
对职
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作了全面分析。
据悉，
本次活动由中国教育报刊社主
办，
教育部职成司、
教师工作司指导，
中国
教育发展基金会、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支
持。北京市科研院所的负责人、
各职业院
校职业教育专家和教师团队、
来自中关村
和其他地区的企业创业创新精英等 200
多人参加启动仪式并聆听了报告。

学习宣传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
中国教育报刊社全国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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