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的旗帜在舞台上挥舞、黄色的飘带
象征着江水滔滔，舞台上，亲人送别父亲、
丈夫、儿子上战场⋯⋯黄麻起义、中原突围
的一幕幕情景在舞台上重现，观众的心情也
随着剧情起伏，时而洒泪，时而激昂。

“这是黄冈师范学院自编自导自演的大型
原创音乐舞台剧 《大别山红色薪传》。”该剧
的主创之一、黄冈师范学院教师李泽华介绍，
剧目以“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为主
题，通过音乐、舞蹈、表演等形式，演出了大别
山儿女为革命奋不顾身的精神。

近年来，黄冈市教育系统着力在青少年中
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用红色课
堂固本、红色实践铸魂、红色文化育人，着力讲
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红色
基因、革命薪火在青少年中代代相传。

红色课堂固本

从2018年入学以来，黄冈师范学院音乐
与戏剧学院学生田子龙就登上了 《大别山红
色薪传》 的舞台，饰演过陈潭秋、渔夫、长
工、农民等各种角色。

“为了演好陈潭秋，我系统研究了他的历
史，深深的为他‘舍小我为大我’的精神所打
动。此外，也通过一次次的舞台排练，一次次
党史学习，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党百年奋斗历程
地艰辛，坚定了自己跟党走的决心。”田子龙
说，在排练的过程中，把专业教育与党史学习
教育结合起来，不仅提升了自己的专业能力，
也让自己对党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从剧本到导演再到表演，该剧全部由师
生承担，每年都作为新生入校教育的第一堂思
政课，让一批又一批学生在一场又一场演出中
接受红色文化洗礼。”黄冈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王立兵介绍，学校自2014年开始就启动了“大
别山红色薪传”党建品牌建设工作，经过多年
持续建设，已经形成一台红色剧目、一个红色
资源展示馆、一批红色志愿服务团队等“十个
一”载体，真正实现用红色剧目激励人，用红色
展馆触动人，用红色楷模引领人的育人目标。

发挥课堂育人主阵地的作用，黄冈市教
育系统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编撰校本教材，
将红色教育融于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知史
爱党、知史爱国，培养中小学生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

“红安原名黄安，春秋时期这一代属古黄
国，1952年为表彰党领导下的黄安人民革命
斗争的业绩，湖北省政府报请中南军政委员
会转呈中央人民政务院核准，将黄安县正式
改名为红安县。共和国以‘红’命名褒奖的
县，红安是全国唯一一例。”作为革命传统教
育读本，翻开红安县七里坪镇中学的校本教
材 《红色七里坪》（第二辑），对红安县的自
然、历史、人文，尤其是革命起源、发展、
胜利，进行了详细的讲述；在“将星灿烂
篇”中对秦基伟等近20位开国将军进行了详
细的介绍；在“红色基地篇”中也详细列举
并讲述了长胜街、列宁小学旧址、红四方面
军总指挥部旧址等革命遗址遗迹。

红安县教育系统还深挖红色革命故事，
先后编写 《将军童年故事》《将军风采》《红
军洞的故事》 等校本培训教材，让学生在点
滴中感知红色文化。

红色实践铸魂

清清倒水河畔，300多米的长胜街上，小小
讲解员们向游人介绍发生在这里的革命史，稚嫩
的童声抑扬顿挫，参观的人们听得津津有味。

“1930 年 2 月，为了纪念列宁，中共鄂
豫皖边特委决定将七里坪镇改为列宁市，并
设立了合作饭堂，主要用来招待来来往往的
革命同志。”5 月底的一天，湖北省红安县列
宁小学四年级 （3） 班的“小小红色讲解
员”周海唯看到游人来到合作饭堂门口，就
开始了她的讲解。

“长胜街是学校德育教育的重要基地。学
校开办‘小小红色讲解员’兴趣班已经 15
年，学生们利用节假日、纪念日等时间向游
客宣讲红色故事，宣扬红色历史，传承红色
精神。”红安县列宁小学校长占高波说。

“我们利用红安县众多革命历史遗址遗
迹、纪念场馆和将军故居等得天独厚的红色
资源优势，通过‘小小红色讲解员’，在校内
外广泛开展党史、革命史的宣讲活动，目前
全县 8 万余名中小学生中，有 5 万余人次参
与了讲解员活动。”红安县教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曾红波说，活动得到了家长和社会各界
的一致好评，激发了广大学生听党话、跟党
走的信念，发挥了铸魂育人的积极效应。

在长胜街，小小讲解员们还给来自荆州
市沙市第十一中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介绍了长
胜街的革命故事。

“我们这次有 400 多名学生参加红色研
学，从荆州市来到黄冈市红安县，实地走访
了烈士陵园、纪念馆、革命遗址等，在红安
的红色氛围中让学生们学习红色文化，传承
红色基因。”荆州市沙市第十一中学带队教师
鄢炳红说，在实践中学习的形式扩大了学习
体验的范围，深受学生喜爱。

依托红安丰富的红色资源，红安县打造
了 6 条红色研学线路，包括伟人之旅、革命
风骨之旅、革命遗址之旅等，还和宜昌市共
同组织万名学生研学行活动。

蕲春县也在创新活动载体中传承红色基
因，全县各地各校学生通过“看、颂、画、
唱、讲”的形式，接受党史文化的熏陶。蕲
州镇中学，学生用图文并茂的党史知识手抄
报，串联起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
历程；蕲春第四实验中学，学生唱响经典红
歌；青石镇二小举办主题诗歌朗诵活动，学
生用最质朴的语言朗诵了 《保卫黄河》《祖
国，我爱你》 等23首作品。

“主题活动丰富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形式，增
强了感染力，更好地引导广大师生凝心聚力学
党史。”蕲春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田祥喜说。

红色文化育人

走进蕲春县毓华中学，一栋红色的两层小
楼矗立在校园东侧，金色的“董毓华革命烈士事
迹陈列馆”字样在红色背景衬托下格外显眼。

陈列馆里图、文、雕塑、文物俱备，从
少年时代、青年运动、北京学运、冀东抗日
直至牺牲，详细地展示了董毓华先烈革命、
进步的一生。

陈列馆对学生全天开放，课余时间也经
常有学生三三两两到陈列馆参观学习，体
悟、感受董毓华烈士的精神。

“董毓华是我们蕲春县狮子镇人，陈列馆
是我们日常开展红色教育的重要载体，学生们
时刻都能感受董毓华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也
激励着一代代学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读
书。”毓华中学校长田超勇说。

除了董毓华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在蕲
春，高山铺战役纪念馆、蕲东革命烈士纪念
园⋯⋯也都是党史学习教育主阵地。

“红色基因的培育是一个春雨浸润的过
程。蕲春县通过红色文化‘补钙’、红色研学
铸魂、红色教育固本，引导全县中小学生发
扬红色传统、弘扬红色精神，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
承。”田祥喜说。

在红安一中，红色广场上董必武的雕像
傲然挺立。这所由董必武创办于1937年的学
校，不仅是当时的革命阵地，也培养了一批
又一批的国家建设人才。师生课间经过广
场，随时都能感受到“朴诚勇毅、不胜不
休”的革命精神感召。在黄冈师范学院，陈
潭秋、闻一多、李四光等一批红色校园雕塑
镶嵌在校园中，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红
色文化的熏陶。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青少
年可以充分了解国家征程，有利于树立正确党
史观，增强使命感与责任感。青年唯有学习党
史，感悟初心使命，才能铭记党的百年光辉历
史，为党奋斗前行，交上一份完整的青春答
卷。”红安一中高二学生武司文说。

“我 们把红安精神中
的‘朴诚勇毅、不胜不休’当
作自己的校训，诚恳诚实
对待工作学习，发扬不胜
不休的毅力意志，学校办
学成效显著。”红安一中
党委副书记李述河感慨不
已。

走进武汉中学，映
入眼帘的是一片红色：
学校楼宇统一以红色为
主色调、红色文化厅、
红色党建长廊、具有浓
郁红色文化气息的教室
环境⋯⋯

这所以城市命名的
中学，是由董必武等人
于 1920 年创办。在武
汉中学，发起酝酿成立
了武汉地区中国共产党
的早期组织和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走出了董
必武、陈潭秋、李汉俊
三位中共一大代表，走
出了黄麻起义总指挥潘
忠汝等众多革命烈士，
被 誉 为 武 汉 “ 最 红 学
校 ”。 建 校 100 余 年
来，学校始终坚持董必
武教育思想理论创新与
实践探索，坚持以董必
武亲自确立的“朴诚勇
毅”四字校训为核心的人格教育理念，重点打造

“红色校园”“智慧校园”。2020 年，学校获得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文明校园”等称号，
并作为湖北省唯一的全国文明校园代表赴京参
加现场表彰会，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在武汉中学，有一座校史纪念馆，每年新
生第一课都会来到校史馆，了解、学习武汉中
学校史和湖北地区早期共产党党史。

这座纪念馆是 1920 年 3 月董必武等创立
的私立武汉中学校旧址所在地。陈潭秋、李汉
俊都曾在该校授课，李大钊和恽代英曾应董必
武邀请来讲演社会主义和妇女运动问题。当时
的学校聚集了大批进步知识分子，成为湖北地
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与传播革命思想
和火种的重要发源地。

如今，武汉中学通过营造红色环境、开发红
色课程、建设红色课堂、丰富红色活动、拓展红
色影响，努力打造“思想道德建设好、领导班子
建设好、教师队伍好、校园文化好、校园环境好、
活动阵地好”的“红色智慧”文明校园。

在自然与人文交融、历史与现代交织的校
园文化环境中，让全体师生在耳濡目染中受到
红色文化的熏陶，让一代又一代的学子铭记红
色历史，传承红色文化，践行红色精神，塑造
健全人格，立德成人，立志成才。

“红色”已进入武汉中学学校课程总规划。
学校开发形成了四大系列红色课程：“班会晨会
校训课程”“博古知今实践课程”“党团理论素养
课程”和“弘朴讲坛”。在系列课程中，净化思想
灵魂，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

“红色”已浸润武汉中学学校课堂主阵
地。思政课教师吴晓与学生共同打造了“最美
思政课”，登上了“学习强国”平台。在语文课
上，阅读红色经典；在历史课上，深挖校史传承；
在音乐课上，学唱革命歌曲；在地理课教学中，
融入领土、主权等内容，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
感，使红色基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红色”已渗透武汉中学教育教学活动全
过程。通过宣讲红色故事、追寻红色足迹、打
造红色品牌、选树红色标杆，师生们重温红色
故事，感悟红色精神，激发爱国情怀。

学校也在不断拓展红色影响。武汉中学目
前已与延安中学、井冈山中学等10所学校组建
红色教育联盟，共同开展“红色校园”实践，拓展
红色辐射作用，持续提升育人效益。

“在‘朴诚勇毅’的校训熏陶下，我们将更加
坚定地坚持我们的红色精神，为祖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为红
色文化的传承作出自己的
贡献。”武汉中学 2019 级

（2）班学生龙晨曦说。
“武汉中学有着光荣

的历史，有着光荣的现在，
也一定会有光辉的未来。”
武汉中学校长杨定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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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铭

黄冈：红色基因代代传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新青年说

黄冈师范学院学
生表演原创大型音乐
舞蹈史诗《大别山红色
薪传》，表现了大别山
儿女前赴后继、不胜不
休的伟大精神。
本报记者 单艺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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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中学：走出
三位中共一大代表》

扫码观看视频
《湖北：用好红色资
源 赓续红色血脉》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
十八万⋯⋯”这首 《黄安谣》 犹在耳畔回
响。黄安，又名红安，这座红色的县城，
承载了太多太多厚重的历史。

这里走出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领
导人，走出了秦基伟等 223 位将军。走进鄂
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园，一股崇敬之情油
然而生。参观纪念馆，被染红的军装，锈迹
斑斑的刀矛，简陋的枪炮，褪去古铜色泽的
铜锣，与亲人倾诉思念的泛黄的书信，无一
不彰显着当年红安革命运动的艰苦卓绝。
纪念馆里有块石板上刻着这样一首革命歌
谣让我印象深刻：“山林岩洞是我的房，青枝
绿叶是我的床，野菜葛根是我的粮，共产党
是我的亲爹娘。哪怕白军再‘围剿’，红军越
打越坚强！”站在它的面前，我仿佛看到在这
片古老的土地上，为了新中国的胜利，无数
革命战士前仆后继，舍生忘死，战胜了粮食

短缺、武器落后等种种困难，终于取得了最
后的胜利！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一帧帧历
史剪影中感受到红安的热血。一砖一瓦都
记载了红色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一场一
景都见证了那段不同寻常的艰苦岁月，一
文一物都凝聚了革命先烈的鲜血与汗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青年一代必将
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是的，我们相
信“长江后浪推前浪”，也相信“一代更比一
代强”！红安精神，需要我们在未来的时代
征途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既要同上高
楼，仰望理想星空；又要不惧坎坷，走出踏
实征途。

那一年，漫漫征程，西风啸赤旗；那一
年，铮铮铁骨，寒冰凌碧波。近百年前，那些
赤心赴路、碧血染途的红军战士穿越荆棘，
慨然前行，终令希望存续，火种不灭。看今
朝，党百年华诞，属于我们的新时代征途已

在前方绵延。希望吾辈青年，牢记革命党
史，汲取先辈们守信仰、不畏苦、甘奉
献的精神养分，在时代的潮头浪
尖奋楫争先，谱写新时代的
壮丽篇章！

（作者系红安县第一
中学学生 指导老师：杨
鹏 雷潇）

忆革命红史 谱时代华章
吴尔婷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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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单位：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发行方式：邮发 京海市监广登字20170213号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定价：每月30.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主编：张东 编辑：董鲁皖龙 设计：聂磊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01 邮箱：liangdanjyb@163.com

04
2021年8月23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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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1921 年 7 月，从上海石库门和嘉兴红船出发，中国共产党开始领航中国。在一大代表中，董必武、陈潭秋来自同一个地方——湖北省黄冈市。
巍巍大别山下的湖北黄冈，是一片红色热土。董必武、李先念、刘伯承、邓小平等党政军领导人都曾在这里留下战斗的足迹。郑位三、韩先楚等两百余名共
和国将军从这里走出⋯⋯这里曾一度家家有红军，村村有烈士，山山含悲壮，岭岭铸忠魂。这里是英雄的土地、红色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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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