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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 《李保国》 获河北省精神文明
“五个一工程”奖；话剧 《郭守敬》 获
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情景剧 《十一
书》 在“学习强国”推广，被邢台市委
党校纳入培训课程⋯⋯

近年来，河北邢台学院师生原创剧
目连续获省级、国家级大奖 58 项，连
续 6 年入围省文艺精品剧目。“这是我
校打造表演专业课程思政实践金课‘水
到渠成’的结果。”副校长王自力说。

地处冀中平原南端、太行东麓，没
有区位优势；由地方师专转型，建设发
展“步履维艰”。是什么让这所偏居一
隅的地方院校如此亮眼？为什么说这些
成绩是“打造课程思政金课‘水到渠
成’的结果”？

日前，记者奔赴该校，一探究竟。

红蓼花开：百年红色基
因的活态传承

“这是建校旧址，目前为省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站在由两排灰砖青瓦
平房组成的雅致院落前，邢台学院校史
办葛仁考博士介绍。

院门上方“直隶第四初级师范学
校”匾额，由曾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
傅增湘题写，尽显中正朴厚之气。学校
始创于 1910 年，是当时河北南部唯一
一所新式学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成为红色
革命摇篮。军阀混战、日寇入侵时期，
直隶四师勇担“教育救国”使命。

1925 年，邢襄大地第一个党支部
在该校成立。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王福

堂组织下，师生活动热情高涨，点燃了
冀南地区革命的熊熊火焰。

涌现出大量人才。第一批学生党员
刘宁一，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
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29 年入
学的张玺，后为首任河南省委书记；
1931 年 3 月，四师爆发学潮，当年总
指挥李世农，后任安徽省委书记；红色
教育家孟宪禔，1932 年—1935 年回母
校任校长期间，提出著名的“三杆子”
教育思想；乔晓光，在校期间入党，曾
代表我国与朝鲜签订 《中朝友好合作互
助条约》，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
一书记⋯⋯

从这里走出的革命家校友灿若星
辰。众多知名教育家、学者、艺术家曾
在此工作学习。

“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开
展思政教育的丰富资源，也是师生创作
红色剧目的重要素材。”校长蔡振禹说。

相向同行：思政教育与
专业教育融合统一

“注重实行，而不趋重于空文。”这
是第三任校长燕世奇提出的办学思想。
至今，邢台学院秉行不悖，在思政教育
方面尤其如此。

“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不能两张
皮，只有出实招新招，实现二者融合统
一，才能取得良好成效。”在戏剧影视
艺术系主任陈志良看来，表演专业课程
思政取得如此佳绩，除了本校红色渊源
外，还取决于师资团队建设、培养模式
改革、教学方法创新等三大因素。

开办之初，该校表演专业就实施了
“课堂舞台化、舞台社会化”培养模式
改革。课堂舞台化即课堂变舞台，“学

生为中心”，理论实践相结合。舞台社
会化即产出为导向，“教学与行业需求
对接”“学业与职业对接”“教学成果与
艺术生产对接”。

以此为基础，该校通过搭建两个实
践平台，以“三种拍摄”和“五大演
出”，实现“三个转化”。如今，邢台学
院表演专业已做到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
育六融合：入学阶段专业认知与校史教
育、第一学年基础元素训练与理想信念
教育、第二学年话剧片段训练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第三学年独幕剧训练
与新时代先进文化教育、第四学年影视
剧拍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毕
业阶段原创毕业大戏展演与合作创新教
育融合统一。

“认知体现新文科思想，总体评
价：风气正、追求高、德育强。”前不
久，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教指委
主任周星对该校表演专业课程思政称赞
有加。

“舞”动课堂：编演原创
剧目支撑实践教学

邢台学院表演专业课程思政取得佳
绩，师生编演原创剧目是重要支撑点。

该校戏剧排演可以追溯到 1921 年
创办的“革命剧团”，涌现出王亚平、
王雪波等众多红色剧作家。卢沟桥事变
后，师生排演话剧 《声声泪》，激起民
众同仇敌忾的爱国情。

“百年来，我校无论是戏剧社团还
是戏剧专业，都秉承红色基因，厚植家
国情怀。”陈志良说。

“面对生命抉择，十一位青年才俊
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党的事业、民族大
义。我们要把对英雄的崇敬化作动力，

为了美好明天而奋斗！”参演情景剧 《十
一书》 后，学生刘凤凤说。

经过多年探索，该校探索形成了六大
内容的原创剧目编演实践金课。

校史教育：实景剧 《四师系列》，将
本校百年红色基因、杰出成就等融入其
中，培养学生“知校、爱国、兴邦”的使
命感。《三杆子教育》《红蓼花开》《幸福
所向》 三剧目，每年在学校旧址演出百
场。

理想信念教育：情景剧 《十一书》 在
省台播出，被“学习强国”推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话剧 《郭守
敬》 激发民众强烈的民族认同感，2018
年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

新时代先进文化教育：话剧 《李保
国》 首演选在李保国教授奋斗过的岗底
村，之后全省巡演，演出 50 余场，观众
近 10 万人次。2017 年该剧荣获河北省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影视剧拍
摄：师生创作反映清河县企业家“敢想敢
干，勇于创新”精神的电影 《杨蓉的世
界》 ,2019 年荣获河北省文艺精品扶持
奖。

合作创新教育：话剧 《学会生存》 讲
述5名大学生在求职中认清自我，选择到
基层建功立业的故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就业观，激发合作创新精神。

据统计，近三年来，邢台学院表演专
业学生参与公益演出 100%，毕业生对专
业教育满意度为 99%，用人单位对毕业
生满意度为 96%。在校生排演剧目获省
级一等奖9项、二等奖7项、三等奖6项。

“邢台学院表演专业课程思政成效突
出，要进一步总结，将成果打包推广，形成
核心竞争力。”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
教指委秘书长张燕对该校提出新希望。

红色思政“舞”起来
——邢台学院打造课程思政金课纪实

本报记者 周洪松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于金
龙） 近日，安徽省淮北市2021年
学生体质健康“班班达标”校测
工作启动，推进落实学校体育监
测评价机制，引导督促学生自觉
参加校园阳光体育运动。

据悉，此次“班班达标”测
试内容包括体质健康测试和视力
测试两个项目。根据不同年级学
生实际，体质健康测试分别测试
身高、体重、肺活量、50 米跑、
坐位体前屈、1分钟跳绳、1分钟
仰卧起坐、立定跳远、引体向上

（男）、1 分钟仰卧起坐 （女）、
1000 米 跑 （ 男 ）、 800 米 跑

（女）、50 米×8 往返跑等 13 项内
容；视力测试包括左/右眼裸眼视
力、左/右眼串镜、左/右眼屈光
不正等。

2021 年起，淮北在全市中小
学首次开展学生体质健康“班班
达标”行动，力争年底前实现全
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优秀率
达到 10%以上、良好率达到 40%
以上、合格率达到 95%以上。同
时，淮北市各学校还将根据体质
健康测试的数据，建立学生体质
健康档案，将体质健康测试成绩
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证材
料，纳入学生的毕业依据。

安徽淮北：

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班班达标”

遇到一份好报刊，就像茫茫
人海遇到知音，捧读起来如老友
对晤，沐浴春风。《中国教育报》就
是这样一份沁人心脾的好刊物。
自从踏上三尺讲台，《中国教育
报》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光阴
荏苒，我对她的喜爱历久弥深。

2014 年，我作为学科骨干教
师，成为一名从事党建工作的副
书记。《中国教育报》这位老朋友
再次走进我的心田。徜徉于各个
专栏，我如饥似渴地拜读关于党
建方面的动态、经验与成就，在浓
浓墨香中我感受她的睿智，践行
她的理念。

作为党务工作者，我必须要
适应党建工作新形势的需要，善
于学习提能力。作为中国最具权
威和最有影响力教育新闻媒体的

《中国教育报》，始终聚焦中国发
展进步，始终关注教育改革发
展，始终坚持唱响中国前进主旋
律，可以说，她成为了我们了解
当下中国教育的一扇窗口。

时至今日，我已经渐渐形成
了一种习惯，每当重要教育政策
出台，重要教育决策部署，重要教
育法规颁布，重要难题需要解决，
我都会第一时间翻阅《中国教育
报》，从她带着温度的语言里，聆
听时代强音，厚植理论根基。

2021 年 3 月 1 日，《中国教育
报》再次进行改版，这是无数次重
逢之后的又一次相见，我和她站
立的距离变得更加触手可及，心
灵变得更加契合。其独特风格和
深厚魅力，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
接受新知、提升素能、推动工作的
良师益友。

如何提升党日活动吸引力和
效能，是我一直关注和探索的问
题。困顿之时，《中国教育报》一
篇《跨前一步，鲜明一度，以党心
引领民心》的报道深深吸引了

我。文中一位书记的几句话，让我
感触很深。第一句话：“对于党的建
设，特别是一些‘痛点’问题，我没有
找到‘速效药’，只有老老实实地用

‘笨方法’，认认真真地抓，实实在在
地做。”第二句话：“要让‘痛点’转化
为‘支点’。怎么做？答案是：以人
为本。”

读到这些话，我豁然开朗。主
题党日活动既要确保规范性，更要
以人为本，力求做到形式新、主题
鲜、接地气、聚人气。

结合学校实际，我积极探索
“3+X”主题党日模式，不断激发党
员奋发进取的强劲动力，激发支部
活 力 和 创 造 力 。 一 是 内 容 上

“+”：丰富党日活动主题，通过设
计时事政策类主题、促进工作类主
题、节日纪念类主题，让党日活动
更有召唤力。二是形式上“+”：
创新党日活动形式，通过生动活
泼、喜闻乐见的活动，调动广大党
员参与活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让
党日活动更有吸引力。三是实践上

“+”：丰富党日活动载体，努力把
党组织生活策划得有声有色，富有
成效，让党日活动更有生命力。

《中国教育报》 帮助我一次次
在实践历练中挖掘潜能，实现蜕
变：在区教委党务工作培训会上作

“思政课程建设”典型发言；在项
目学习中走进太师屯镇中心小学，
作经验分享⋯⋯

《中国教育报》一次次带给我进
步的源泉和养分，带给我丰富的党建
工作理念和思潮。她就像一个圣洁的
使者翩翩飞入我的视野，走进我的生
活，融入我的工作，成为我教育工作
中一盏永不熄灭的指路明灯。

（作者单位：北京市密云区太师
屯镇中心小学）

一扇了解中国教育的窗
王亚玲

■基层速递

用纸将稻壳和香粉包在一起，再用
线缠绕并团成球，随后在打好底色的球
上用彩线绣出设计好的图案，一个精美
的“手鞠球”就完成了。这个小小的手工
艺品，是天津开放大学驻天津市宝坻区
大唐庄镇东杜庄村工作组，为这个村量
身打造的“互联网+非遗+帮扶”产业项
目。别看它个头小，却在几年间为村子
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7 年 9 月，天津开放大学派出由
王鲲带队的帮扶组，来到了潮白河畔的
东杜庄村。东杜庄村是个仅有300多人
的小村，没有二、三产业，村里大部分年
轻人都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都是老弱
妇孺。怎样开出一张适合东杜庄村的脱
贫“药方”呢？旅游农业、设施农业等一
个个方案都因现实原因被帮扶组否决
了。

一次入户走访，工作组组长王鲲无
意中看到一位大姐正坐在门口绣鞋。经
打听得知，为了补贴家用，村里很多妇女
帮附近鞋厂绣鞋边，绣一双才挣一角
多。可不可以基于大家的手工基础，找
一个技术含量高的手工项目进行创业？
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考察各类手工项目、
认真对比分析，最终，驻村工作组选择了

“手鞠球”这个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手工
艺项目。

第一场培训，全村有70多名妇女参

加，但愿意跟着干的人却很少，很多人对
“手鞠球”的市场前景存疑。“我们需要榜
样来带动大家！”作为村里的第一书记，
王鲲动员支部委员李子华大姐作为“手
鞠球”制作团队的带头人，协助驻村工作
组给村民做工作，经过一番动员，最终形
成了10多人的团队。

“手鞠球”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团
队最初学习的半年中没有任何经济效
益，村里也有了风言风语。王鲲鼓励大
家，好日子是等不来的，是“绣”出来
的。老师嫌村子远，他就开车带大姐们
去市里学；没人认识“手鞠球”，他就
不断跑商委、农委、文旅局、妇联等部
门推荐产品，对接资源；产品花样少，
他就请专业人士帮忙设计。“王书记这
么辛苦带着我们做这件事，我们咬牙也
要坚持下来！”村里的大姐们下定决心
要把这个项目做好。

终于，大家技艺过关了，高质量的
产品也做出来了，可是销路怎么拓展？
经过调研，王鲲决定把市场放在南方，
与上海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达成了合
作，利用上海合作方已有的成熟商业渠
道、商业品牌和商业营销模式“借鸡下
蛋”，用非遗带动非遗，成功解决了产
品的销路和可持续性的问题。经过两年
多的运营，产品销售额超过百万元。
2020 年，他们的“手鞠球”获得上海

特色伴手礼金奖。
王鲲特别注重开展技能培训，在确

保工艺水平的基础上提高村里自身的设
计能力，创新产品的种类，确保自身的
不可替代性。2020 年，他们的手鞠制
作获得首届全国乡村手工艺 （刺绣） 铜
奖，这是天津乃至整个北方地区唯一的
获奖项目。为了扩大品牌影响，王鲲带
着产品参加了旅博会等会展活动 10 余
次，带领村里大姐多次上直播，还把

“手鞠球”送到了外国大使手中。2020
年7月，手鞠制作技艺获批为第三批宝
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感谢驻村工作组的老师们！我已
经是 60 岁的人了，还能带着大家创一
把业，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真的非常自

豪。”李子华大姐笑着说，她不仅成为村
里的致富带头人，还成了非遗传承人。李
子华创业团队 2021 年被评为天津市“巾
帼建功先进集体”，甘肃夏河、武宁等地
的致富带头人先后来村里学习经验。

短短三年时间，帮扶组带着农村姐妹
们“绣”出了脱贫致富的“半边天”，也

“绣”出了村里的好日子。今年，村里更
多的妇女加入到团队中，走上了创业致富
路。

如今，“手鞠球”已成为东杜庄村乃
至整个宝坻区的文化名片，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人到村里洽谈合作，更有投资方准备
在村里投资建设沉浸式文化体验民宿，用
技艺为村庄留下记忆，用文化把村庄变成
人们依恋的家园。

“绣”出村里好日子
本报记者 陈欣然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何水
元 李薇）“学校的体育大课间和
延时锻炼搞得非常好，小孩体质变
强了，性格比以前更加开朗。”江西
省新余市明志小学钟钦昊家长向
班主任反映。这是新余市组织各
校认真抓好“五项管理”，努力落实

“增效减负”，让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的一个缩影。

据悉，新余市在作业管理方面
鼓励将传统书面作业，换以阅读
与劳动，通过“课后服务”安排
老师进班开展作业辅导；在睡眠
管理方面，要求学校守住上下学
时间底线，保证学生每天睡眠时
间；在手机管理方面，增设班级
手机管理员，通过设立校内公共

电话、建立班主任沟通热线等途
径，解决学生与家长通话需求；
在课外读物管理方面，要求学校
设立开放式书吧，班级设置读书
角，推荐出适合本校学生阅读的
书籍，通过开展读书节等系列活动
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在体质健康
管理方面，在开齐、开好、开足体育
课基础上，还广泛开展足球、篮球、
乒乓球、羽毛球、散打、舞蹈等社团，
并定期开展学生体质健康检测。

“新余市将‘五项管理’纳入常
态督导内容，通过查阅资料、实地
查看、随机访谈、问卷调查、推门听
课等多种形式抓好‘五项管理’落
实落细。”新余市教育局副局长刘
焦华介绍说。

江西新余：

推动“五项管理”件件落实

近日，一首首经典红色歌曲响彻银川体育馆，宁
夏教育系统庆祝建党 100 周年“永远跟党走”千校万
人红歌汇演在这里进行。4000 余名师生代表在现场参
加活动，宁夏全区各地各大中小学校师生在线上参加
活动，汇演分为“党旗映山河 光辉暖心间”“凝心
共奋斗 砥砺再扬帆”“同心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三个篇章。舞台上，师生们的演唱节奏鲜明，歌声高
亢嘹亮；舞台下，师生掌声和欢呼声起此彼伏，一曲
曲激荡人心的红色歌曲将活动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本报见习记者 张贺 通讯员 王兆清 文/图

“永远跟党走”

■一校一村

■看基层

▲图为“永远跟党走”千校万人红歌汇演现场。

▶图为红歌汇演民族舞蹈表演。

日前，甘肃省定西市“千校万人唱红歌”安定区接龙传唱活动正式
启动。该区通过传唱红色经典歌曲，引导广大师生追寻红色足迹，铭记
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 祁福鸿 摄

东杜庄村简介：坐落在潮白河畔
的天津市宝坻区大唐庄镇东杜庄村，
由于产业单一，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都
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都是老弱妇
孺。天津开放大学 （原天津广播电视
大学） 按照市委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
村工作安排，结对帮扶东杜庄村。几
年里，工作组推动实施产业帮扶项目
两个，使村子纯收益达到近百万元；

组织英语夏令营活动，提高了孩子们
学习英语的兴趣；举办世界读书日活
动两次，为村里募集图书 3500 册。工
作组先后开展教育帮扶、安全教育、
直播带货、消费扶贫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几十次。随着村庄环境的改善，村
庄有了发展，村民有了信心，东杜庄
村真正变成了各方面蓬勃发展的美丽
乡村。

【乡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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