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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北 京 6 月 11 日 讯 （记 者
林焕新） 日前，教育部党组印发 《关
于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通
知》，部署要求教育系统切实把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新阶段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的新要求新部署新任务落到实
处，推动高校科技工作高质量发展。

《通知》 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丰富内涵和
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站在时代发展前沿，统筹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科学分析当今世界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大势，深入总结党
领导下我国科技发展的百年历程和辉
煌成就，深刻阐明了新发展阶段实现
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一系列重大问
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对推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建设，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撑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教育
强国和科技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通知》 要求，要切实把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必
须突出重点、全面推进。要深刻认识
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

教育竞争。我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大师
来的，进一步坚定教育自信。要把发展
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
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发挥
基础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
努力构建高质量科技创新体系。

《通知》 强调，要迅速掀起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热潮。各
地教育部门和各高校要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加强组织领
导，作出专题部署，切实落到实处，确
保学习成效。要迅速开展专题学习研
讨，融入党史学习教育，广泛做好宣传
阐释，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教育部党组印发通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
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眼下，党史学习教育正在全国教育
系统如火如荼地开展。

地处革命老区的河北省涉县如何结
合当地实际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涉县县
委、县政府为教育系统出了一道“作业
题”：涉县有许多红色教育资源，如何
利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一契机，挖掘
这些宝贵资源，让正能量进校园，把对
党、对国家、对家乡的爱刻入孩子们的
心灵，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为了答好这道题，涉县教育系统发
生了怎样的故事？

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

拿到“作业题”后，涉县教体局开
始“破题”，出台了 《关于开展革命传
统教育活动的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
求在全县开展“三项革命传统教育”：
一要读革命书籍。针对不同年级、不同
学段特点，科学推荐革命书籍阅读书
目，有计划地组织师生广泛阅读中国革
命题材书籍。二要讲革命故事。要深入
发掘涉县红色资源，充分发挥党、团、
队组织功能，扎实组织讲革命故事系列
活动，真正做到校校都讲、班班能讲、
生生会讲。三要唱革命歌曲。坚持以

“音乐课堂”为主要渠道、音乐社团为
重要补充、歌曲比赛为重要载体，大力
开展班班比、校校比、全县比三个层面
的革命歌曲传唱、展演、比赛等活动，
进一步教育引导广大师生传承红色基
因、厚植家国情怀。

参与“破题”的不仅有教育局，还
有全县各村党支部书记 （主任）、各乡
镇书记 （镇长） 和各县直单位书记 （局
长）。

3月10日，寒假开学第三天，神头
小学六年级的孩子们正在上开学后的第
一节思政课。

“⋯⋯一场惨烈的突围战刚刚打
响，一个叫陈慧清的女战士突然要生孩
子了，突围不得不停下来。战士们死守
几个小时，在隆隆炮火声中终于传来婴
儿的哭声⋯⋯”突围后，一名战士抱起
这个炮火中诞生的小生命，瞪着眼说：

“你这个小东西来得真不是时候，为了
你，好几个叔叔都牺牲了。”指挥员董
振堂抢过孩子，说了一句足以载入史册
的话：“你瞪什么瞪？我们流血和牺牲
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吗？”

此时此刻，整个教室静寂无声，同
学们已泪流满面。

“同学们，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安
安静静地学习，是因为有千千万万革
命先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而牺
牲在涉县的 129 师团级以上干部就有 220 多名，牺牲于
战场的涉县籍烈士就有 1735 名。”这名特殊的思政教
师，就是神头乡党委书记杨利霞。她说：“我来到神头
小学上课，就是通过讲党史故事，让孩子们更加明白党
的初心是什么，党的使命是什么！从而引导孩子们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真正把这一红色接力棒传承下
去。”

据了解，2020 年 9 月 16 日，涉县县
委组织部和涉县教体局联合出台文件明确
规定，各村党支部书记 （主任）、各乡镇
党委书记 （镇长） 和各县直单位书记 （局
长），要到所分包的学校至少讲两节党史
学习教育课，并将授课情况纳入考核范
围。

据统计，今年以来，各村党支部书
记 （主任）、各乡镇书记 （镇长） 和各县
直单位书记 （局长） 深入学校为孩子们
上党史学习教育课150余节。

一节全学科“体验式”党
史学习教育课

涉县教体局还收集整理了发生在涉
县的 32 个革命故事，编辑成 《不忘教育
初心》 红色教育读本，并要求各学校组
织学生走访这些故事的发生地，挖掘、
补充这些革命故事，将党史学习教育融
入各科教学，构建“全学科”育人体系。

4 月 15 日，位于涉县西北部的偏城
镇南艾铺村后堰峧沟口来了一群“小八
路”，他们是偏城小学五、六年级的学
生。一名“小八路”正在慷慨激昂地给
大家讲一个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1942 年 5 月，驻山西侵华日军第一
军以歼灭八路军总部及129师首脑机关为
主要目标，展开‘扫荡’。战事吃紧时
刻，彭德怀、罗瑞卿、左权等领导同志
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将队伍分成三路
向西北、东南、东北三个方向突围⋯⋯”

故事讲到此，道德与法治课教师杨
芳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
分三路突围？”大家经过热烈讨论，得出
答案：因为日军的目的是要将八路军总
部的彭德怀、罗瑞卿、左权一举歼灭，
兵分三路，就是要粉碎敌人的企图。

同学们回答了杨芳提出的问题后，
数学教师刘红梅紧接着拿出一张事先准
备好的战场形势图分发给大家，让同学
们按照数学课上刚讲过的比例尺知识，
分别标出三路突围路线和到达安全区的
距离。

班主任、语文教师曹晓敏问：“你要
是彭德怀、罗瑞卿、左权，该作如何决
策？请大家讨论！”又经过热烈讨论，

“小八路”们一致决定，必须有一部留下
来阻击日军，为其他两部赢得突围时间！

曹晓敏说：“谁留下来，发生了激烈
争执，这才有了《不忘教育初心》红色教
育读本《左权壮烈殉国》中那一段故事：左
权提出要总部警卫连掩护彭德怀率先突
围，彭总不同意在战事紧急时刻离开大家
先走。左权着急地说：‘你的安危，事关重
大，你在，总部就在！’⋯⋯”

接着，杨芳说:“左权为了把日军吸
引到自己撤退的方向，确保彭德怀、罗
瑞卿两部安全，选择了离安全区最远的
十字岭方向撤退！”此言一出，现场立刻

鸦雀无声，杨芳沉痛地说:“在这次转移突围中，左权就牺
牲在我们前面的十字岭上！”

杨芳接着说:“同学们，现在，让我们重走左权最后走
过的这条路，到前面的十字岭祭奠他！”

一队“小八路”沿着荆棘丛生、崎岖不平的小路，向十
字岭出发了！

⋯⋯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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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通讯员

卢占平

杨占苍

音乐是激昂斗志、凝心聚力的精
神法宝。

今 年 是 建 党 100 周 年 。 5 月 以
来，教育部组织开展了以“唱响百年
辉煌，凝聚奋进力量”为主题的“音
乐党史”系列活动。活动启动后，全
国高校师生在学校、社区、乡村，唱
响奋进的歌声，不断掀起活动热潮。

唱响红歌，回溯燃情岁月

“西迁担负起建设大西北的崇高
使 命 ， 铸 就 了 弥 足 珍 贵 的 西 迁 精
神。”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说。结
合西安交通大学西迁65周年，5月25
日晚，在俞峰的指挥下，中央音乐学
院、宁波交响乐团在西安交通大学宪
梓堂共同演绎了“海陆丝路·东西交
响”音乐会。

原创交响乐 《思源回响》 序曲
《百年树人》 气势雄浑，淋漓尽致地
展现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
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歌
唱祖国》《保卫黄河》 等 10 余首红色
经典曲目，带领现场 1400 名师生重

温燃情岁月。
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同样涌

动着炙热的情感。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

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
开⋯⋯”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联手
制作、师生共同参与的交响清唱剧

《江姐》 连演两场。《红梅赞》《绣红
旗》 等熟悉的旋律，在交响乐演奏下
更加动人心弦。

在演出中扮演江姐狱友的清华大
学本科生赵冰玉表示，身边同学在看
完演出后，都迫切想进一步了解江姐
和其他革命先烈的故事。“作为青年
一代，我们要让革命先烈的精神在传
承中继续发扬光大。”赵冰玉说。

一曲曲红歌，凝聚着中华民族由
危亡走向新生继而迈向辉煌的厚重历
史，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奋进新时代的恢弘
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中
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
分，穿越时空而历久弥新。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部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陈宝生指出，
举办“音乐党史”系列活动，目的就
是要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效果，让
广大师生和干部群众通过聆听红色音
乐，深刻缅怀筚路蓝缕的岁月，回溯
激情燃烧的年代，进一步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精神血脉，始终坚守初心使
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不断书写教育事业的崭新
篇章。

学史力行，乐声鼓舞人心

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对于华
西医院里的病患儿童来说，有些不一
样。

往日气氛严肃的病房里，四川音
乐学院师生背来各色乐器，为孩子们
带来“专场”音乐会：手风琴独奏

《微笑波尔卡》，吉他、尤克里里伴奏
唱 《你笑起来真好看》 ⋯⋯

一支支旋律轻快的歌曲让病房瞬
间充满欢声笑语，孩子们的眼睛都亮
晶晶的。

（下转第二版）

一曲红歌起 齐心颂党恩
——“音乐党史”系列活动掀起热潮

本报记者 林焕新

本报江西井冈山6月11日讯 （记
者 甘甜） 今天，第七届中国国际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全国启动仪式
在江西井冈山举行。教育部党组书
记、部长陈宝生出席启动仪式并讲
话，党组成员、副部长钟登华为“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学生授旗。江西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省
委常委、秘书长吴浩出席启动仪式，
省委副书记叶建春致辞。

陈宝生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给
第三届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大
学生回信精神指引下，一大批青年学
生用智慧和汗水投身脱贫事业，用最
美的年华书写了时代华章。累计 300

余万大学生、58.3 万个创新创业项
目，对接农户近 150 万户、企业 4 万
余家，签订合作协议 4 万余项，在美
丽乡村建设、现代创意农业、医疗健
康扶贫、红色文化传播等领域做出了
实实在在的贡献。这是当代大学生与
新时代同向同行、发出的最有力量的
青春宣言。

陈宝生强调，本次活动是教育系
统献礼建党百年的系列重要活动之
一，同学们要扎扎实实上好这堂思
政“金课”、实践大课。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传承发扬革命传统，坚定
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
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

让 井 冈 山 精 神 放 射 出 新 的 时 代 光
芒。希望同学们学好党史，明理增
信，在学党史、悟思想的过程中传
承基因、赓续传统、坚定信念、淬
炼思想、磨砺本领；要扎根实践，
服务基层，走进革命老区、偏远山
区和城乡社区，将专业知识与创新创
业相结合，带动一批乡村创新创业项
目，催生出更多小微供应链，激活乡
村发展内生动力；要学真本领，堪当
大任，把个人理想与党和国家的前途
命运紧密结合，以聪明才智贡献国
家，以开拓进取服务社会，让青春在
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
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下转第二版）

让青春在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启动

传承多彩文化遗产
6月11日，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潇浦镇塘背村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表演瑶

家盘王拳，迎接我国第十六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江永县举办系
列活动，让市民了解多彩多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田如瑞 摄

本报讯 （记者 焦新） 根据教育
部“2021 年高考护航行动”安排部
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
填报时间安排，“2021 年高考网上咨
询周”活动将于 6 月 22 日至 28 日在

“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平台将
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
每日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 9 点至 17

点，是否安排视频直播及视频直播时
间由高校自行决定，鼓励高校积极采
用视频直播方式开展招生宣传和咨
询。教育部要求各高校要积极主动加
强线上招生宣传，为考生、家长提供
准确权威、周到细致的志愿填报指导
服务。

考生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

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
台”微信公众号、“阳光高考”百度
小程序等参与咨询周活动，了解有关
高校的视频直播活动安排。同时，为
提高咨询效率，请考生先浏览各高校
发布的相关信息，了解相关情况。

高考咨询周网址为 https://ga-
okao.chsi.com.cn。

为考生、家长提供指导服务

2021年高考网上咨询周22日开启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