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邮政编码：100082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电报挂号：81108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定价：每月30.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04
2021年6月14日 星期一

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 陕西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特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特刊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主编：张滢 编辑：张滢 设计：王萌萌
电话：010-82296593 邮箱：liangdanjyb@163.com

扫码观看视频报道
《用延安精神办学
育人》

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勤劳勇
敢的边区人民用鲜血哺育中国革命。

这是一片光辉的土地，毛泽东
思想在这里形成、发展、成熟。

这里，是延安，是毛泽东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生活和战斗了
13 个春秋的地方，是红军长征胜利
的落脚点，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
取全国胜利的解放战争的出发点。

以她为名，延安精神成为中国
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时至今
日，以她为书，用延安精神办学育
人滋养着延安儿女成就新时代的栋
梁之才。

一片热土，忆往昔峥嵘岁月

延安城西北两公里处，中共中
央驻地旧址杨家岭仍保留着当年的
风貌。

走进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席
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
画像，上方悬挂着“在毛泽东的旗
帜下胜利前进”的标语，台下木质
的长排座椅褪了颜色，时光仿佛流
回那段峥嵘岁月。

1938 年 11 月至 1947 年 3 月，
中共中央在杨家岭指挥抗日战争敌
后战场并领导解放战争，还领导了
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
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

不止是杨家岭。南泥湾、宝塔
山、枣园⋯⋯守护着 445 处红色文
化遗址的延安，是全国革命根据地
城市中旧址保存规模最大、数量最
多、布局最为完整的城市。

“延安是延安精神的发源地，具
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得天独厚的优
势。”延安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文涛说。
在这片热土上，红色便是教育

的底色。
王文涛细数道，近年来，延安

市教育局积极开发红色资源，打造
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延
安精神教育基地和传统文化传承基
地等 445 处，国家级示范性综合实
践基地1个、市级科技馆1个、县区
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12 个，还建立
了一地与多校、一校与多地联系机
制，形成红色教育基地链，这些地
方成为不挂牌的“团校”“队校”，
成为青少年思想教育的最佳阵地。

校园内，红色基因有了更多表
达方式。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
学徐特立塑像前，学生们兴高采烈
地打着安塞腰鼓；延安育才学校校
史馆里，小学生对着革命时期师生
留下的老物件，声情并茂地讲述

“马背上的摇篮”的故事⋯⋯不仅如
此，延安中学、子长县红彦中学、
谢子长希望小学等建于陕甘宁边区
时期或以革命先烈命名的学校，通
过打造校园文化长廊、开辟德育工
作展室、建设校史陈列馆等方式，
让学生时刻浸润于红色文化氛围中。

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延安的每
一所学校，都在最醒目的地方写着这
样一句话：“用延安精神办学育人”。

“党的教育方针回答的是为谁培
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
的问题，‘用延安精神办学育人’回答
的正是同样的问题。”王文涛说。

革命摇篮，江山代有才人出

“一声雷鸣，紧接着大雨点子噼
里啪啦下起来。张思德和小白正在
窑洞里刮墙面子⋯⋯突然，窑洞

‘啪啪’掉下几块黄土。炭窑要塌方
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思德一
把将小白扑了出去⋯⋯”

延安中学高一 （19） 班学生牛
博宇每每讲起张思德的故事，都难
掩激动，甚至几次讲着讲着就淌下
热泪。牛博宇是延安中学“延安精
神讲习社”成员。在这个社团里，
有五六十位和牛博宇一样的学生，
每周聚在一起，或研读革命故事，
或学习党史知识，还通过话剧、快
板等形式向全校同学宣讲。

“从 2018 年成立社团至今，我
们承办了学校红色远足、主题教育
等一系列德育活动。学生对于延安
精神的理解，从原来的碎片化逐渐
成体系，加入社团的学生也越来越
多了。”“延安精神讲习社”指导教
师强毓说。

这只是延安市“用延安精神办
学育人”的一个缩影。

早在2000年，延安中学对其发
展历史梳理后提出了“发扬延安精
神 ， 推 动 学 校 发 展 ” 办 学 思 路 。
2005 年，延安中学将办学思路调整
为“发扬延安精神，落实教育方
针”。“延安精神”与“教育方针”
全面对接，开启了“用延安精神办
学育人”的教育实践。2017 年，延
安市教育局将“用延安精神办学育
人”理念在全市推广，形成了以红
色文化启智铸魂的延安教育模式。

在 延 安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附 属 小
学，记者看到了详细而卓有成效的
实践样本。一年级进行“五爱教
育”，认识国旗、国徽、唱国歌；二
年级以红色故事会为主题，让学生
充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
三年级组织红色远足，延安各革命
旧址成为进行革命教育最生动的课
堂；四年级走进延安保育院，体会
国家领袖、革命先烈对少年儿童的

关怀；五年级学生前往四八烈士陵
园，缅怀先烈；六年级学生来到张
思德 《为人民服务》 讲话台旁，接
受“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教育。该校校长吴国柱骄傲地
说：“几十年来的坚持，我们的孩子
无愧‘圣地儿童’的光荣称号。这
一完整的红色课程体系也已在延安
市、各兄弟学校普遍开展。”

江山代有才人出。“在这座英雄
的城市，我们应该传承好光辉历
史，把孩子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吴国柱说。

历久弥新，延安精神照未来

“地挖好了，毛泽东和警卫员们
在地里垒起了个小水坝，用来引水
浇地。几天后，毛泽东的地里就种
上了洋芋，栽上了茄子、西红柿以
及他最爱吃的辣椒。”杨家岭福州希
望小学五年 （2） 班的李玉婷是学校
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她向记者
介绍，自己面前的正是轰轰烈烈的
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毛泽东亲自
开垦的一片菜园。

而小菜园不远处，是杨家湾福
州希望小学的劳动实践基地。每逢
劳动课，学生们就在教师带领下挥
着锄头，犁着地，淌着汗水播种。

用延安精神育人，不仅要为学
生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还有
着更多内涵。延安育才学校将延安
精神与文明交通教育相结合，增强
学生的公民意识；延安实验小学将
延安精神与阅读相结合，引导学生
在阅读经典中树立远大理想⋯⋯几
年实践，延安精神的土壤中生发出

“理想信念教育”“求实创新教育”

“责任使命教育”“自立自强教育”4
条教育途径，以延安精神为载体，
将五育并举融入学生学习生活。

“我们的目标是引导学生增强国
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养成良好
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质、法治意识
和行为习惯，形成积极健康的人格
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塑造具有中国
灵魂、中国精神、中国情怀、中国
文化、中国气质，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红色接班人。”王文涛说。

而在中国共产党办教育的前行
路上，延安精神也始终如明亮的灯
塔，指引着延安教育人开拓进取。

在延安实验小学的微信公众号
上，延小党建专栏每日更新着——
学校教师齐上阵，领读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
答》；书记讲党课、党史知识在线测
试等多种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把从
党史中汲取的丰富营养转化为忠诚
履职担当的动力⋯⋯

“不仅如此，党史学习教育也在
促进教育教学事业发展。”延安实验
小学党总支副书记赵军侠说，学校
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力求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这个学期，我们就以社团活
动、劳动实践教育等为服务内容，
全面实施了课后延时服务工作。”

延安各校也将用延安精神办学
贯穿于学校管理制度的每一个细节
中。细化优化校规校纪，建立实现
全员育人具体制度，制定班级自主
管理制度，引导家庭、社会形成育
人合力。

茫 茫 黄 土
地 ， 今 朝 别 样
红。走过百年征
途，延安精神历
久弥新，永放光
芒。

■新青年说

当万物都还在沉睡的时候，东方照射出一
束耀眼的光芒，那是中国。这束光照亮了每一
个角落，使万物生长、蓬勃，而这万丈光芒的源
头，就是延安。

提起延安，我们通常会想起雄伟的宝塔
山、奔腾的延河水、窑洞的灯光，最重要的，是
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从小生活在这片红色
土地上的我，经常和爸爸妈妈去革命旧址参
观。许许多多革命故事感动着我，激励着我。
从此，一颗梦想的种子在我心中发了芽——我
要当一名小小讲解员，把这些革命先辈的故事
讲给更多的人听，让他们了解延安这片红色热
土上曾经发生的故事。终于，在 2018 年 4 月，
我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旧址的选拔，加入了小
小讲解员的行列。在这之后，我对延安精神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中
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革命青年从四面
八方汇聚，奔赴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

就是在这一时期，冼星海受周恩来和鲁艺
全体师生的邀请来到了延安。他看到了青年

们不顾一切奔赴延安，看到了战士们不顾一切
保家卫国，发自内心地想为大众谱写出抗战的
怒吼。于是，他以纸笔为武器，抱病 6 天 6 夜，
在窑洞里完成了《黄河大合唱》这部旷世名作。

《黄河大合唱》唱出了人民的呐喊，鼓舞着
抗战前方的战士们。我常想：当时是什么样的
精神召唤，激励鼓舞着冼星海完成了这样的巨
作呢？可能就是延安精神吧。每当站在冼星
海的照片前，为游客们讲述冼星海的故事，和
游客们一起唱响《黄河大合唱》时，我的内心都
久久不能平静。

2020 年 9 月，进入延安中学上初一的我，
被选拔为校史馆讲解员。延安中学创建于
1938 年 8 月，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中
学，具有光荣的历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但它
的办学历程可谓是一路风雨——先后 15 次易
名，14 次搬迁校址，但办学历程从未间
断。成立之初，学校的条件极其艰苦。
没有校舍，就在延安城外凤凰山下的城
隍庙里办学。1938 年 10 月，由于日机的
轰炸，学校提早接到通知，搬迁到距离延安城

100多里外的安塞吊儿沟一个地主庄园继续上
课。在当年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这不
正是延安精神的体现吗？我在这样一所饱经
风霜的学校学习，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延安精神
的伟大。

踏着伟人的足迹，沿着
革命前辈留下的脚印，延安
精神在我心里留下了不可
抹去的记忆，它就像一束
耀眼的光芒，指引我奔向
梦想的地方⋯⋯

（作者系陕西省延安市
延安中学初一学生）

延安精神指引我奔向梦想
张力文

党的七大会议会址
视觉中国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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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几回回梦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梦是深切的情意，是悠远的相思。在几代中国人的认知里，宝塔山、延河水所承
载的民族记忆，已远远超出自然、景观的定义。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延安像一块磁石，凝聚着革命先烈的智与勇，凝聚着中国共
产党人的赤诚初心。今天，我们重新踏上这块革命圣地，感受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儿女始终奋发向上的非凡气魄。

延安：用延安精神办学育人
本报记者 林焕新

日前，延安中学举
行“不忘初心，光明在
前”教师大合唱。

李翔瑞 摄

“这幅照片就是鲁艺秧歌队教员王大
化和学员李波，在延安街头表演 《兄妹开
荒》 时的剧照。我用陕北话给大家说一段
——俺小子，本姓王，家住延安南区第二
乡，兄妹二人都长大，父亲母亲也健康，
自从三三年革命后，俺们的日子是一年更
比一年强⋯⋯”

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的办公楼里，挤
满了游客。他们都围在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附属小学4年级“红领巾讲解员”李乐轩
身边，举着手机记录下眼前这个个子不高
但落落大方的小男孩的解说。

在延安各处红色旧址中，这样的场景
已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

“从 1992 年起，依托延安红色资源，
在学校教师和各旧址讲解员的精心辅导
下，我校组建了由三年级以上学生参加的

‘革命旧址小小讲解团’，利用节假日到王
家坪、杨家岭、凤凰山等革命旧址，采取
讲、演、唱等多种形式，义务向游客宣讲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光辉历程。”延
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校长吴国柱介
绍，近 30 年坚持，学校已累计培养近
3000名“红领巾讲解员”，接待的观众达
150多万人次。

如今，“红领巾讲解员”已成为延安
“圣地儿童”的一张闪亮名片。无论谁看
了，都会被焕发在每张稚嫩小脸上的光荣
与自豪打动。

这不是一日可以养成的，也不是坐在
教室里就能习得的。

“手指并拢，伸直，指的时候手肘自
然弯曲。”“声音洪亮，眼睛要看着观
众。”在中共七大会址，讲解员刘婷正一
如既往地给小讲解员们作指导。

“除了讲仪态动作，更重要的是讲历
史和培养孩子们组织、引导的能力。与成
人讲解员相比，小讲解员的解说词较为简
单，但结合了唱、跳等表现形式，突出更
活泼的讲解风格。”刘婷说，在每个孩子
的游客留言本上都有五湖四海的参观者留
下的赞美和鼓励，这让孩子们更自信、更
有干劲了。

“最开始的时候，我可不好意思了，
声音特别小，就怕大家问问题。”延职附
小四年级“红领巾讲解员”张书语说，

“但是来参观的叔叔阿姨们都很耐心地听
我说完，还为我鼓掌，慢慢地我就不怕
了。爸爸妈妈还带着我读了好多革命故事
的书，现在我也能答得上问题了。”

一旁，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五年级的
冯紫一正为一批游客讲解党的七大历史。
话音刚落，四周响起热烈的掌声。其中，
一位银发老爷爷笑得格外开心：“我21岁
入党，党龄有 51 年了。今年是建党百
年，我特地从河南来到延安参观。看到这
么小的娃娃把党的故事讲得这么好，我太
高兴了！”

“我是‘红领巾讲解员’，我很骄傲！”
冯紫一笑着说。

近年来，延安“红领巾讲解员”的足迹
与声音遍布北京、上海、西安、香港、澳门等
地。曾经的许多小讲解员们已考入清华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带着延安精
神的火种，向更高处进发。

2002 年 ， 在 “ 小 小 讲 解 团 ” 基 础
上，“延安精神小小宣讲团”也组建起
来，走向全国各地。“革命圣地的少年儿
童一定要打好政治底
色。开展讲解团、宣讲
团对于提升学生综合素
养，开阔学生眼界，也
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用。”吴国柱说。

红领巾，向太阳
本报记者 林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