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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到的这个老物件，就是我太爷
爷那个年代所用的物品，让我们跟随这些锈
迹斑驳的革命物件一起来了解石门镇的历
史。在革命战争年代，石门人民出色地完成
了运送弹药、粮草、救护伤员、侦查敌情等
任务⋯⋯”近日，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石门
镇中心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杲鑫，在石门
红色文化记忆馆中讲解家乡的红色历史，很
多前来参观的学生纷纷表示，自己有机会也
要争当“红领巾小小讲解员”，把红色故事
讲给更多人听。

“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主要是党和人民
水乳交融，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
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可歌可
泣啊！沂蒙精神要大力弘扬。”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临沂考察时强调。

作为沂蒙精神发源地，临沂市自觉扛起
弘扬沂蒙精神的使命担当，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传承红色基因”的指示，整体规
划、系统设计革命传统教育工作，开发转
化、充分利用红色教育资源，构建起了以弘
扬沂蒙精神和传承红色基因为主线、以学生
发展为中心的革命传统教育体系，为沂蒙老
区每一个孩子铸牢鲜红的人生底色。

系统设计——
整体推进革命传统教育

作为沂蒙精神发源地，临沂有着得天独
厚的红色教育优势。“我们充分发挥市级统
筹作用，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政策法规
保障，着力构建政府重视、学校推进、社会
支持、家长参与、学生喜爱的‘弘扬沂蒙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的格局。”临沂市委教
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
长陈海玲说。

近年来，临沂市先后颁布实施了 《沂蒙
精神发扬光大工作方案》《关于沂蒙精神教
育融入小学、初中、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的
指导意见》 等一系列制度文件，整体规划、
系统设计，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基
本路径支持与制度保障。

“在多年的红色教育实践中，我们不断
梳理总结、整合提升，进一步出台了 《临沂
市教育系统革命传统行动纲要》《临沂市基
础教育各学段、各学科革命传统教育指导意
见》 等文件，进一步明确了革命传统教育的

目标、内容、形式等，系统推进革命传统教
育的持续深入开展。”临沂市教育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吴广江说。

2020年7月，临沂市出台实施 《临沂市
红色文化保护与传承条例》，为保护红色资
源、实施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
法规保障。在具体实践中，临沂市建立了由
宣传、教育等部门共同参与的革命传统教育
协同推进机制，由临沂市教育局等六部门共
同出台了 《临沂市创建传承红色基因示范市
三年行动方案》，协同推进实施革命传统教
育“716”工程，即以课程深化工程、示范
课堂工程等七大行动为纲，深入推进举办沂
蒙精神文艺展演、组建教育系统沂蒙精神宣
传队等 16 项活动，系统推进革命传统教育
的深入开展。

与此同时，临沂市还成立了山东省大中
小学红色文化传承研究指导中心，协助山东
省教育厅组织实施面向全省的研究指导工
作；在临沂大学成立了沂蒙文化研究院，在
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课题联合
研究，引领革命传统教育的深入开展。

其中，由临沂市教育局局长陈海玲亲自
领衔的“五育融合视域下沂蒙文化课程开发
研究”课题列入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教
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实验区重点课题，“沂蒙精神教育融
入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研究”等 4 项课题立
项省级课题。2018 年，沂南县的“沂蒙精
神红色教育课程一体化开发与实施”被评为
山东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融合创新——
精准研发革命传统教育课程

课程是红色基因传承的重要载体，课堂
是革命传统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临沂在
充分开发利用身边资源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
动的同时，坚持从国家课程深度融合、地方
课程一体化设计、校本课程重地域特色、研
学课程注重沂蒙精神等几个方面入手，构建
起了“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系列
化课程体系，深入推进革命传统教育进校
园、进课程、进课堂。

“在课程设置上，我们强化课程和学科
融合，注重价值体认，强化全科覆盖，细化
不同学科革命传统教育的重点内容和形式，

努力实现红色教育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深度
融合，将学科红色育人目标落实在日常教学
中。”临沂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伊永贵
介绍。

在具体实践中，临沂突出道德与法治 （思
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的主阵地作用和其
他学科的有关安排，研制各学科落实革命传统
教育的指导意见教学建议，配套教学案例。同
时，不断完善“沂蒙文化”“沂蒙精神教育”
等地方课程，优化升级“追寻红色记忆”“沂
蒙精神伴我成长”“沂蒙红歌”等近 2000 门特
色课程，融入红色元素，彰显沂蒙本色。

“我们专门成立了研究团队，对教材进行
梳理和校本化开发，将沂蒙精神教育和红色基
因传承内容有机渗透到课程中去，并积极开展
学科内、学科间、学科外的融合，开设了红色
动画、红色绘本、红色剧目展演等拓展类课
程，将红色基因根植学生内心。”全国人大代
表、临沂市北城小学校长张淑琴说。

临沂还进一步强化全科覆盖，在历史、美
术、音乐等学科中细化落实，在其他学科中有
机渗透。“比如在历史课上，我们以战争时期
小推车支前、战地救护等为情景设计比赛，引
领学生在直观形象的场景中领会、把握沂蒙精
神的实质；在美术课上，合理利用红色景区、
革命历史故事、遗址等资源，开发体现红色主
题的课程；在音乐课上，通过搜集整理红色歌
曲如 《跟着共产党走》《沂蒙山小调》，开发沂
蒙红歌课程，融合渗透革命传统教育内容。”
临沂市教育局课改办副主任朱成广说。

开发转化——
充分利用红色教育资源

临沂是红色资源的富集区，有着得天独厚
的红色教育资源。“我们将沂蒙精神内涵、丰
富的红色教育资源与革命传统教育的主题内容
进行有效链接、深入研究、开发转化和充分利
用，全方位融入育人全过程。”陈海玲说。

临沂第三实验小学既是一所百年老校，也
是一所拥有革命传统的学校。1928 年，该校
就有了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校史中还记载
着多位烈士、将军，济南泺口九烈士中的孙善
师、孙善帅，曾任铁道游击队政委的郑锡将军
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我们打造了百年校史
馆、‘弦歌百年’校史文化墙、‘岁月留痕’校
史砖墙和‘溯梦沂蒙’浮雕文化墙，让学生从

小耳濡目染学习了解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
因。”该校校长官爱芬介绍。

沂南县马牧池乡在抗战期间曾是中国共产
党山东党政机关的大本营，在马牧池乡中心小
学的红色文化展室中，“沂蒙红嫂”明德英、

“沂蒙母亲”王换于等革命战争年代英模人物
的遗存物品在这里展出，学生讲解员经常在这
里学习讲解红色故事。“作为根植于这片红色
沃土的学校，我们让红色成了学校文化的基
调，用红色文化奠定学生的生命底色。”马牧
池乡中心小学校长赵万奎说。

在鼓励学校利用身边资源开展革命传统教
育的同时，临沂还有效整合全市资源，通过开
展红色研学实践、组织学生走进革命纪念馆志
愿宣讲等活动，让学生亲身参与体验革命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

今年暑期，就有 44 名来自临沂市河东区
少先队的“河小萌”红领巾志愿宣讲团成员，
经过专业培训后，每天在华东野战军纪念馆宣
讲革命传统故事。

“通过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红色故事宣
讲，既帮助学生深入学习革命历史，也给学生
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增强了学生从小
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坚定了他们做好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信心和决心。”临
沂市河东区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区教体局
党组书记、局长周迎说。

临沂市平邑县仲村镇中心校在组织少先队
员到沂蒙革命纪念馆追寻红色足迹、开展红色
研学时，一幅幅饱经岁月洗礼的照片、一件件
承载着红色文化的老物件，深深地触动着每个
少先队员的心。“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今天的
美好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
的，一定要倍加珍惜。”少先队员代表谢依轩
说。

2019 年，临沂市被山东省教育厅确定为
“中小学传承红色基因示范市”，目前已初步构
建起了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好格局，形成了“弘
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局面。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弘扬沂蒙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的政
治责任和历史责任，持续
深入构建革命传统教育整
体化、系列化、长效化的
育人机制，用沂蒙精神培
育时代新人，让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陈海玲说。

今 年 “ 七
一”前夕，济南
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以下简
称 “ 济 南 幼 高
专”） 师生自编
自导自演的校园
红色音乐剧 《尽
善尽美》 开始了
巡演。当剧中主
角扮演的王尽美
满怀深情地唱道

“贫富阶级见疆
场，尽善尽美唯
解放”时，整个
剧场的气氛涌上
了高潮。

“革命先辈
为国家前途与命
运前赴后继、不
惜牺牲，他们的
这种精神深深地
感动了我。”体
育学院学生杨涵
宇说。

济南幼高专
是中共一大代表
王尽美的母校。如何走近这个传奇人物？
如何通过身边的红色教育资源更好地打造
学校的精神面貌？

“我们立足红色文化资源优势和科研人
才优势，构建起了红色文化传承的七大体
系，包括环境建设、科研投入、育人体
系、文化创新、荣誉激励、人才队伍等方
面，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思政教育和学校
文化建设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成效
和工作动力，结出累累硕果。”济南幼高专
党委书记武善欣说。

济南幼高专成立了“王尽美暨中共早
期党组织研究会”，建设了专门的纪念馆，
把搜集、整理来的王尽美的很多史料、有
关王尽美的研究成果，都汇聚到纪念馆
中。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参观者已达
5000 多人次。今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学校又成立了王尽美思政学
院，建设了王尽美广场，落成了王尽美雕
塑，编排了校园红色音乐剧 《尽善尽美》，
对王尽美事迹的挖掘更加深入，对王尽美
精神的研究更趋完善。

在济南幼高专，有一门必修校本课程
“尽善尽美”。袁雨田是学校的思政课教
师，在“尽善尽美”课程的讲授过程中，
有两件事情让她印象深刻。第一件是在讲
王尽美因积劳成疾而病逝的章节时，班里
很多学生都眼含泪花，甚至泪流满面；第
二件是将要学完这门课时，很多学生主动
提出要再参观一下王尽美纪念馆。作为新
生入学时他们已经参观过，但这次学生们
都自觉穿戴肃穆，戴好党员徽章、团员
徽章。参观结束，全体学生向王尽美烈士
的塑像深深鞠了一躬。“我想，这就是对红
色基因的最好传承，是对赓续红色血脉的
最好注释。”袁雨田说。

为了让红色教育资源以更生动的方式
走近学生，学校的张文明老师创作了山东
梆子红色历史剧 《王尽美》，再现了王尽美
革 命 的 一 生 。 在 王 尽 美 精 神 的 感 召 下 ，
2019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21 年 5 月，济南幼高专学生刘舒
婷、王丽颖参加了由济南市委宣传部等部
门主办的“红色故事讲解大赛”，将校友王
尽美等革命先烈的故事搬上讲台，获得本
次大赛“金牌讲解员”的称号。今年暑
假，在“三下乡”活动现场，还有很多像
刘舒婷一样的学生讲解员，他们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去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武善欣说：“我们要通过红色教育和师
范教育这两条线，在红色文化沃土上滋养
师者初心。我们的毕业生大多从事学前、
小学教育，我们希望他们把红色基因传播
到更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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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
山上哎，好风光⋯⋯”走在老巷子里，熟悉的
旋律总是在耳边回响，在沂蒙老区求学，接受
沂蒙精神的熏陶，使我对沂蒙精神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

走在沂蒙革命纪念馆的展馆里，我们仿
佛穿越了历史，看到了用乳汁救活伤员的

“沂蒙红嫂”明德英、为了中国革命无私奉
献的“沂蒙母亲”王换于、拥军支前模范沂
蒙六姐妹、身怀有孕在冰水中肩扛门板搭浮
桥的无名英雄⋯⋯每次重温经典，回顾历
史，都会发觉英雄的事迹总有穿透尘封的力
量，先烈的精神永远绽放耀眼的光芒。

沂蒙故土，根深蒂固。在沂蒙故事里
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沂蒙母亲”王换
于在战时办的战地托儿所，先后抚养了 86

名革命后代。她说：“我们自己的孩子没了还
可以生，八路军的孩子没了可就断了根了。”
从这句话中感受到沂蒙人民为党作出的巨大
贡献。在那个时候，沂蒙人民谱写了“村村有
烈士，家家为红嫂”“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
一块布做军衣，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可歌
可泣的篇章。

重温革命经典，感受沂蒙精神。沂蒙精
神是沂蒙老区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在长期
的革命斗争中，沂蒙人民共同创造了“爱党
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
沂蒙精神。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临沂
考察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
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
精神财富。我们当代青年大学生要学习宝贵
的沂蒙精神，从中汲取沂蒙精神的力量，化

作我们奋斗的动力。
爱党爱国，吾辈自强。在不断学习党的知

识的过程中，我感受到沂蒙精神与时俱进的品
格，体会到正是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才使我们
的党经受住了各种未知的考验、葆有了旺盛的
生命力，也让我深刻地认识到知党爱党跟党走
的重要性。作为新时代的一名大学生党员，要
通过党史学习，坚定理想信念，紧跟党的步伐，
勇担时代重任，始终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站在
最前线，始终不忘初心、为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作者系临沂大学学生）

做勇担时代重任的沂蒙新青年
徐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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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北城小学红领
巾讲解员走进华东革命烈
士陵园。 北城小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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