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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奋力书写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的华章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点，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
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
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
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
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近年来，遵义职业技术学
院（以下简称“遵职”）牢记“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
事”的殷切嘱托，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作为无比崇高的
事业追求，在新时代贵州特色教育强省战略中书写了“人人职
教、个个就业、家家致富”的遵职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
视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作出了重要部署，为在红色老区办好
新时代职业教育给予了极大鼓舞。遵
职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积
聚起攻坚克难、逆势上扬的强大动
力，奋力推动遵职高质量发展的精彩
蝶变。

遵职坚决落实党和国家关于职业教
育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办让党放心、人民满意的职业教
育，并将指示精神全面融入学院“十四
五”规划，作为党委会议第一议题、党
委理论中心组学习第一教材和教职员工
立德树人的重大课题。始终坚持党对教
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和党委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
位，形成三级书记抓党建的工作格
局。牢牢掌握学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
权，确保办学政治方向的绝对正确，
形成了党委班子忠诚担当、政治环境
风清气正、师生员工奋发向上的良好
环境。近年来，遵职主动求变、科学
应变，顺势调整办学定位，不断增强
职业教育适应性，后发赶超实现了从
非示范校和非骨干校到贵州省优质

校、贵州省“双高”校立项建设单位
的办学跨越，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90%以上，呈现“进口旺、出口畅、
社会赞、产业需、企业要、百姓笑”
的向好态势，相关经验做法被多家媒
体宣传报道，办学成绩得到了上级领
导的充分肯定。遵职在红色大地书写
了“让党放心、人民满意”的职业教
育奋进之笔。

遵职始终坚持“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遵义故事”，用好红色资源，赓续
红色血脉，将红色作为遵职鲜亮的办
学底色，并贯穿立德树人、“三全育
人”。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红色塑魂、
蓝色致用、绿色出彩”校园“彩虹文
化”育人模式，思政课程“课赛融
合、校企融合、理实融合，链接舞
台、链接展馆、链接讲堂”的“三融
合三链接”体验教学模式和“走进红
色圣地，提升政治素养；走进发达地
区，提升发展理念；走进‘三农’一
线，提升责任担当”的“三走进三提
升”思政教育创新模式。“彩虹文化”
荣获贵州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一等
奖，学校成为全国“一校一品”校园
文化建设基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
业教育分会红色教育培训基地等，成

立红色教育培训中心面向全国讲述长
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承办全国性
会议 8 次。结合遵义“红”打造了

“一歌一舞一讲堂、一场一馆一中
心”红色文化传播平台，深入推进

“红色故事红在遵职、红色信仰红满
遵职、红色文化红遍遵职、红色精
神红舞青春”“四红”工程和“读一
本 红 书 、 看 一 场 红 戏 、 唱 一 首 红
歌、走一段红程、演一幕红剧、访
一位红人、讲一个红故事、听一次
红讲座”等活动。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创新开展“喜迎建党百年、唱支
山歌给党听”红歌接力赛、“学四
史 ”、“ 四 问 四 答 ” 等 品 牌 创 建 活
动。今天的遵职师生“四个意识”
更加牢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

“两个维护”更加坚决。近年来，遵
职有 300 余名学生入党，500 余名学
生应征入伍，脱贫攻坚工作荣获贵
州省脱贫攻坚先进党组织和全国职
业院校精准扶贫协作联盟脱贫攻坚
先进集体，“党建+N”“两抓六硬”
等经验得到广泛肯定。一名教师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一名学生荣获
共青团组织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青
年志愿者服务先进个人，一个支部荣
获首批全国高校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30余人次获市级以上表彰。遵职在红
色大地唱响了“传承红色基因、讲好
遵义故事”的时代强音。

遵职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初心使命，矢志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遵
职深刻领悟“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
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
位”的内涵和外延，深刻把握贵州和
遵义高质量发展大势，紧贴国家重大
战略和贵州省围绕“四新”抓“四
化”的战略部署，持续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服务发展，坚持“把
专业建在产业链和专业链上”，围绕

质量抓内涵，突出就业抓专业，与
110 余家行业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与
全国 30 余所高职院校开展交流互访，
不断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建设各类
学生实习实训基地 117 个，教师学生
获技能大赛省级以上奖项 160 余项。
构建各类社会服务平台16个，牵头贵
州省12大特色产业中辣椒产业和竹产
业人才培养，累计为社会开展精准扶
贫技能培训、产业扶贫项目培训等 8
万余人次，先后帮助贵州省仁怀市、
务川县、凤冈县相关乡镇脱贫，助力
贵州省16个深度贫困县之一、遵义市
深度贫困县正安县脱贫摘帽。遵职以
开展“双师型”人才培养和柔性化引
进行业技能大师、非遗传承人和大师
工作室等模式，培养学生劳动精神、
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弘扬劳动光
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
尚。倡导“不求高大上，但求用得
上”的科研论文导向，从体制机制上
支持学院教师把科研论文写在车间一
线、田间地头。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率先成立
了贵州省乡村治理与发展学院，成为

“全国百所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
校”，对应贵州省“一二三四”发展战
略成立“新四化”工作专班等。65 年
来，遵职累计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
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丛强为代表的 5
万余名各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如
今，遵职 95%以上的毕业生正在贵州
大地用自己的技术技能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学院正在
以党史学习教育为重大契机，深入实
施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
文化活校、“双技”亮校的“五校”发
展战略，向着全面建设中国特色高水
平高职学校砥砺奋进，力争在红色大地
书写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的遵职华章。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李凌）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对延安市
新区第一中学 （以下简称“新区一
中”）而言，是学校第二个5年发展规划
的开局之年，是学校党建工作的“质量提
升年”。这一年，新区一中将党员的考核
与先进教职工的考核结合，将意识形态工
作与学校德育工作融合，将党史学习与爱
国主义教育、教科研活动结合，齐头并进
发展党建和业务。学校各项活动和举措坚
决以党建为引领，做到“讲政治是前提，
抓业务是本职”，实现讲政治与抓业务的有
机统一。

党建引领 扩大组织覆盖面

新区一中坐落于集全国“爱
国主义”“革命传统”“延安精
神”三大教育基地于一体的延
安，是一所2015年成立的年轻
学校，因扎根延安这片红土
地而拥有了底蕴深厚的红色
基因。因此，学校自建校之
初 ， 便 提 出 “ 黄 土 高 坡 是
根，红色基因是魂，蓝色科
技是梦，让学生用三原色去

自由地涂抹世界”的三原色
办学理念，把“传承红色基
因”作为统领学校各项工作
的精神之魂。

新区一中在新形势下确立了
“用延安精神育民族英才”的办
学愿景，形成了“培养体格强
健、信念坚定、谦逊有礼、勇于
创新、终身学习、全面发展的
人”的育人目标。

陕西省延安市新区第一中学第一中学

用延安精神 育民族英才族英才

在新区一中，“文明其精神”的实现路径
为读书，“野蛮其体魄”的实现路径为运动。
诵读红色经典，能反思历史并传承红色基
因。因此，每年的12月26日，新区一中都会
以读书推进会的形式举办纪念毛泽东诞辰等
特别活动，如今已成功举办五届，2020年的
活动在延安大剧院开展，不仅点击量近200
万人次，创延安融媒体点击量新高，还被延
安电视台两次重播。

对于运动，新区一中校长高忠学要求学生
每天进行体能素质训练。学校成立了体育类的
师生社团，如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
球、跆拳道等，均在课间操、阳光大课间后
组织学生开展运动。社团是学校党支部协调
团委深化党群共建工作、开展团员和志愿者
活动的载体。除了体育类社团，学校还在

“五育并举”培养方向的基础上，设立了63
个社团，如今的新区一中，学校特色日益凸
显，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

“陕西省STEM教育实验学校”。
新区一中抓住有利时机，有效完善中学

德育机制，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找到了
有效路径。在校园中，当学生遇见擦污渍
的保洁阿姨或浑身沾满泥粪疏通马桶的维

修工叔叔，都会主动向他们打招呼，在潜
移默化中培养他们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的
意识，这也是坚持后勤服务育人的结果。

学校构建“三成”德育体系。初一年级
成人教育，要做到“七个好”：歌唱好（唱爱国
歌曲）、饭吃好（有节约意识）、话说好（举止
文明）、觉睡好（遵守纪律）、地扫好（爱护环
境）、课听好（良好的学习习惯）、操上好（良
好的运动习惯）。初二年级成长教育，让学生实
现“五个有”：有一种明辨是非的能力，有一份
各科优良的成绩单，有一项文体、科技或劳动
特长，有一副强健的体魄，有一口流利的普通
话。初三年级成才教育，让学生具备“四个
会”：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求知、学会创
新。在“三成”教育之下，新区一中被评为延
安市文明校园，不少学子获得了陕西省“美德
少年”“新时代好少年”“全国优秀少先队员”
等荣誉称号。

扬帆起航正当时，凝心聚力谱新篇。在
党建工作的引领下，新区一中将以昂扬的姿
态开启党建和业务齐抓并进的新局面，用延
安精神，育民族英才，以优异成绩献礼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高忠学 赵书）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新区一
中，党员教师必须要做先锋模范。学校以

“青蓝工程”为载体，精心组织观摩青年
教师汇报课、新入职教师过关课和每学年
的“评教赛讲”活动，对学校教师的职业
发展做出定期指导和考核，评选出师德标
兵、优秀教师等杰出的青年党员教师；学
校还实施“双培养”工程，培养业务能力
与政治素养皆优秀的名师与党员。学校不
仅吸收白秀秀、贺军鹏、高明、李萍等省
市级教学能手入党，还将李晓戈、刘静、
王艳、孙宏刚等党员教师培养成为省市级
教学能手或名师，每学期组织优秀党员名
师示范课10余次，一中大讲堂数次，为教
师的成长提供了一片沃土。

新区一中党支部找到了推动党建工作和

业务工作同步发展的新模式。在学习过程
上，按照年级设立3个党小组，以集中学习
与分散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学资料、听报
告、看录像、上党课、讨论交流等多种学
习路径并存；在学习考核上，制定学习积
分考核制度，将党员干部日常的“三会一
课”出勤率、党员小书包完成情况、“学习
强国”积分积累情况和思想汇报数量质量
作为党员教师年终评优评奖的依据之一；
在动力激发上，党支部成立了以党员教师
为核心的青年教师联合会，依托“班主任
论坛”“青年教师交流会”“微党课大赛”
等活动，将年级组会和备课组互研会与党
小组讨论会相结合，将“一中大讲堂”与

“支部书记讲党课”相结合，组织教职工深
入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教育教学理论。

党组织有力量，党建工作才
能有保障，新区一中深谙此理，学
校建立了一支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
的党建工作队伍，现有52名党员、
8名预备党员、2名入党积极分子。
这是一支敬业的队伍，校领导经常
深入课堂，及时参与备课组互研和
听评课活动，组织学习党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深入探讨党建引领业
务的具体开展方式。

回看校党支部为加强自身建
设而做的工作，其在学校建设和
发展中的政治核心作用越发凸
显。校党支部不仅落实了党员学
习教育制度、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制
度、党员管理制度和各项学习制

度，还认真落实组织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系列活动、“十九
大专题学习”、“学用新思想、奋
进新时代”系列活动、“党史专题
学习教育”等。为促进党团一体化
建设，指导校团组织开展红色主题
教育，如：每年4月组织初一学生去

“四八”烈士陵园举行“缅怀革命先
烈、传承红色基因”扫墓纪念活动；
5月组织团员代表去杨家岭旧址参加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纪念五
四运动特别主题团日活动，并为新
团员举行仪式感极强的入团仪式
等；与工会联合组织“教师生日
会”“三八节”“教师节”等凝聚
教职工思想的庆祝活动。

党建引领 明确办学方向

党建引领 助推教师成长

党建引领 助力学生成才

2021年5月26日，新区一中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
前往延安知青馆学习知青文化，领悟知青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