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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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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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是太阳的颜色，它采撷了晚霞最
绚丽最迷人的光芒；红色是热血的颜色，
凝聚着最浓稠最活跃的成分⋯⋯红色，是
蓟州区师生融入血脉的颜色。

天津市蓟州区，地处北京、天津、唐山、
承德腹心，是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之城，也
是革命英雄辈出的红色之城。在这个国家
一类革命老区，市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27处，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有160余处，
革命故事家家讲述、校校流传。

红色遗址可亲可感

蓟州区原称蓟县，“九一八”事变后，
蓟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
动，这里成为冀东抗日武装暴动发源地之
一。1940 年前后，革命志士李子光、包森
领导的抗日武装创建了盘山抗日根据地。

“一分利文具店”位于蓟州区文物保护
单位鲁班庙院内，是蓟县党组织创始人李
子 光 等 同 志 在 蓟 县 建 立 的 秘 密 联 络 点 。
“‘一分利文具店’明里做小本买卖，暗
里搞革命活动。从 1933 年至 1938 年，很
多革命志士通过这里和党组织取得联系或
传达信息。”蓟州区第一中学思政课教师姜
艳红在文具店革命遗址前讲起了蓟州区抗
战史。文具店革命遗址距离蓟州区第一中
学不到 100 米，思政课教师经常把课堂搬
到这里。

蓟州区第一中学第二任校长郝希武，
于 1938 年参加了抗日武装暴动，在下仓举
起了抗日的旗帜。师生流动办学，直到抗
战结束才有了固定校舍。“老一辈的光荣历
史，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和艰苦朴素的
作风。”蓟州区第一中学副校长段素玲说。

蓟州区红色资源丰富，许多中小学

“就地取材”，利用红色遗址上好思政课。比
如，邦均镇东南道中心小学利用“蓟县抗日
武装暴动在邦均打响第一枪”遗址、许家台
中学利用白草洼战斗遗址，做好对学生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引领。

蓟州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花宜春
说，蓟州区红色教育布局有两个重点，一是
开展红色研学体验，二是开展红色教育进课
堂活动。教育局组织编写了蓟州区爱国主义
教育读本中学版 《红色记忆》《历史文化》、
小学版 《我爱你，蓟州》。

天津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也
为蓟州区的红色教育注入了新活力。蓟州区
教育局副局长徐连旺介绍，蓟州区携手南开
大学等几十所高校，成立了大中小幼 4 个区
级思政课工作室，就如何利用域内红色资源
上好思政课开展集中教研备课。

课堂内外读史，革命遗址明心，红色基
因就此扎根。

红色研学有思有行

从盘山烈士陵园出发，经盘山红色遗址
群、蓟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联合村到“一
分利文具店”，再转到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西井
峪村等地，最终到达龙山烈士陵园。这条红
色旅游线被称为“初心之路”。

龙山，是冀东西部地区抗日武装暴动指
挥中心。龙山红色教育基地离蓟州区马伸桥
镇验甲宫中心小学不远，为了让学生深入了
解龙山革命历史，学校教师设计了“探访龙
山革命遗址，寻找红色抗战记忆”研学活动。

“龙山暴动到底是怎么回事？”“龙山暴动
时使用了哪些武器装备？”⋯⋯在验甲宫中心
小学四年级课堂上，学生开始了项目式研
究。他们分成小组，有的去图书馆查阅资

料，有的去实地拍照，还有的走访龙山所在
地太平庄村的村民，通过各种方式了解龙山
红色历史。

在老师的帮助下，小论文、故事集、朗
诵、绘制地图、手抄报⋯⋯一份份学习成果
展示了出来。

验甲宫中心小学校长李福兴说：“少先队
员们真正走近了那段革命历史，深刻体会到
了先辈们的爱国精神，认识到了自己肩负的
责任和使命。”

花宜春介绍，蓟州区委区政府精心设计了
5 条红色教育线路，除“初心之路”外，还有“英
雄之路”“奋斗之路”“使命之路”“绿水青山之
路”。

为吸引中小学生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蓟州区教育系统协调各景区，采取学生
免门票、家长票价优惠等方式，利用清明节
至入冬前的几个月时间，开展“爱党、爱家
乡、爱祖国”主题研学实践教育。

“我们着力打造休闲旅游、生态养生、科
普研学、红色教育四大体验基地，其中在红
色旅游教育与科普研学线路中，学生可以实
地追思历史，陶养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
操。”梨木台风景区运营部副部长刘付平说。

一路英雄一路歌。在研学中明史，在读
史中明志，学生的红色灵魂越来越丰盈。

红色活动入脑入心

“包森是抗日英雄，被称为‘中国的夏伯
阳’。”花宜春对这段历史如数家珍。

1941 年，日本军官山口正雄带领一个连
的兵力在当地搞“三光政策”，制造“无人
区”。为了消灭顽敌，包森派人摸清山口活动
规律后，命令游击队夜里佯攻伪军，引诱山
口增援，特务连和四连埋伏在丈烟台两侧伏

击日军，击毙山口。
蓟州区孙各庄满族乡第一中心小学内竖

立的抗日战争纪念碑，详细记录了这场战斗的
过程。

怎样才能让学生记住这段历史？孙各庄
满族乡第一中心小学的教师们设计了一个体
育游戏——围点打援。

学生被分成小组，一组“围点”，向一个
中空的架子投掷飞镖，投中一个，即消灭一
名伪军；另一组“打援”，两边扮演“我军”
的学生用沙包打中间扮演“日军”的学生，
打中一个，即表明消灭一名日寇。在敌人全
被消灭时，投掷成功次数最多的组获胜。

“这样的活动，既增强学生体质，又让学
生深入地了解历史。我们要让学生在牢记历
史的同时，把我们军队的革命精神发扬光
大。”校长焦爱国说。

在蓟州区马伸桥镇中心学校，学校充分
利用五四青年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学生徒步
十余公里到龙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活
动。宋家营中学团支部把龙山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作为青年劳动实践基地，利用周末组织
学生开展爱护环境活动。

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邀请爱国主
义基地的讲解员以及“五老”入校园、进班
级等，已成为蓟州区各学校的常态化活动。

“通过系统的红色教育，广大中小学生对
蓟州区抗战史、抗战英雄有了更深的了解，
对用鲜血换来的幸福生活越发珍惜，报效祖
国的理想信念越发坚定。”花宜春说，这些教
育效果也迁移到了学生成长的其他方面，“学
生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干劲越发充沛
了，主动参与社会实践、志
愿服务的积极性越来越强。”

浸染在红色活动中，学
生茁壮成长。“一心向党，建
设祖国”，成为蓟州区青少年
刻在心里的铿锵誓言。

“九河蜿蜒源远
流长，几番故事几辈
人再讲。”今年6月，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由天津市委
宣传部主办、天津城
建大学承办的“革命
丰碑——天津市红色
旧址展览”开幕。展
览从430 处天津红色
旧址中精选 100 处，
以新民主主义时期天
津党史发展脉络为主
线，通过旧址测绘展
示、多媒体展示、历
史地图、三维模型立
体展示等方式讲述革
命故事。

让这些旧址走上
“讲台”，要从天津城
建大学的“追寻红色
印 记 、 寻 找 红 色 旧
址”项目说起。

现 场 勘 察 建 筑
现 状 信 息 和 历 史 信
息 ， 利 用 三 维 扫 描
仪 、 激 光测距仪加
上传统测绘手段记录
数据，为每栋建筑绘
制测绘图⋯⋯起初，
项目组主要围绕觉悟
社旧址、南开学校旧
址、中共北方局旧址
等天津市革命遗址名
录上的建筑展开。

随 着 项 目 的 推
进，他们又将目光转
向了名录之外的革命
遗址遗迹，开启了一
项重新发现天津红色
旧址的工作。

站在傍晚的和平路上，看着街角在霓虹
灯光照耀下的交通饭店，项目负责人、天津
城建大学教师兰巍告诉记者，这就是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开展城市工作的旧址。

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给项目调研和测
绘工作带来了困难，很多处红色建筑物不仅
变化很大，有的甚至正在消失。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第一个领导机
关，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成立意义重
大。但是由于城市发展，原建筑早已被拆
除。从历史资料、地图中找寻线索，走遍大
街小巷，项目组追寻红色旧址的蛛丝马迹，
终于在城市建筑史相关书籍中找到了零星的
建筑平面图、立体图，复原出了天津地委的
大致面貌。

天津城建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杨振舰
介绍，学院在对天津市 356 处革命遗址普查复
查的基础上，今年新测绘红色旧址 18 处，建立
了天津市 430 处红色旧址信息数据库，从中精
选出的 100 处构成了这次“革命丰碑——天
津市红色旧址展览”。

“每一处红色旧址的图文资料都是多学科
交叉合作的成果，涉及党史、军史、建筑
史、城市史、近代史、文博等专业。”建筑学
院建筑系教工党支部书记李小娟介绍，为了
做好这项工作，项目组与天津市党史部门、
文物部门、文博单位等合作，汇聚了更多资
源。

空间勾连起时间、人物，革命人物和故
事的精神力量也随之“复活”了。

天津城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广
森带领师生，根据 100 处天津市红色旧址，
整理了 100 个天津红色党史革命故事，编制
了 100 个红色故事教学案例，在旧址现场拍
摄了 100 节思政微课，将革命旧址转化为思
想教育资源。

天津城建大学党委书记史庆伟说，“革命
丰碑——天津市红色旧址展
览”的举办，不仅让学校更好
地履行了教学科研、服务社
会、传承文化的职能，也是学
校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第一
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机融合的一
次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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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蓟州区：

红色热土成教育“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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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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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代中国看天津”。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近代史上，天津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有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有平津
战役胜利会师地，有周恩来总理的母校天津南开学校，有觉悟社纪念馆⋯⋯这里是被列强用炮火打开的通商口岸，也是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开
展的红色土地。新时代，天津市蓟州区多措并举，让厚重又独特的红色资源，成为继续感召年轻学子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天津市蓟州区马
伸桥镇验甲宫中心小
学在龙山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举行爱国主义
教育实践活动。

单艺伟 摄

2021 年 8 月 23 日，我跟随中国教育报记者一
行，参加了天津觉悟社学习活动。我是天津人，
再次来到觉悟社重温革命历史，我备受鼓舞和激
励。

觉悟社是周恩来、邓颖超等在五四运动中创
办的。1920 年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周恩来、马
骏、郭隆真等社员被捕，在狱中，他们组织了读
书会和演讲会，朝马克思主义靠得更近了。周恩
来后来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觉悟社纪念馆墙壁上写着 《觉悟的宣言》：
“我们全是学生，绝不敢说已经‘觉悟’，我们的
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
斗！”青年时期的觉悟，往往影响一个人的人生之
路。当年参加觉悟社的20人中，8人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郭隆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女革命家，用

“火一样的热情，爱护着国家、民族”，先后 6 次入
狱，酷刑尝遍，仍坚贞不屈，牺牲时 37 岁。马骏成
为东北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积极宣传
救国真理，传播革命火
种，牺牲时 33
岁。黄爱这
位“奋斗

为众生”的工人运动领袖，牺牲时仅25岁。
这些革命先辈，用短暂的一生写下了爱国、

救国、殉国的壮丽篇章。他们的事迹，激励我们
“觉悟”。我将把此次“红色之旅”所汲取到的精
神力量运用到工作和学习中，不断地鞭策自己砥
砺前行。

（作者系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
媒学院国际新闻系2019级本科生）

在红色之旅中“觉悟”
邢语轩

天津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无论是五
大道上的小洋楼，还是觉悟社纪念馆、平
津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都
印证着“百年中国看天津”这句话。发生
在天津的历史故事不仅是本地学生最乐于
分享的，也是外地学生最感兴趣的。因
此，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我会“打卡”
天津的历史文化资源，从而自然地勾勒出
中国近代史的脉络，使学生在充满乐趣的
氛围中更乐于学习、更勇于互动，让知识
更易于吸收、更长久地印刻在学生头脑
中。

比如，在讲述日本发动企图灭亡中国
的侵略战争时，我会展示日军轰炸南开大
学的照片和影像，引导学生感同身受地体
悟和平的珍贵。不少同学在了解这些故事
后纷纷“打卡”天津的历史遗迹，在朋友
圈中分享学习感悟。在讲述十月革命与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时，我会以

“信仰”为主题，带领学生虚拟参观觉悟
社纪念馆，通过讲解觉悟社成员萌生信
仰、选择信仰、坚守信仰的过程，帮助学

生理解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和怎么样选
择了马克思主义，进而引导学生自觉思考
21 世纪大学生该如何坚定信仰、承担使
命。不少学生回复说，以前不曾意识到，
正是这批青年人用一生的信仰，给古老的
中国带来希望之光。也有一些学生说，把
信仰放在肩上，方能与青春同行，以青春
之我创建青春之中国。

总体而言，思政课既要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历史观，也要让学生在历史教育中
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将
天津历史文化资源融入教学，不仅为课堂
注入新的活力，也让学生在红色文化的熏
陶中体悟到先辈至诚报国的价值追求和以
身许国的精神品格，从而在心底激发出强
国有我的责任感和自信心。

我还记得，在参观周恩来邓颖超纪念
馆时，许多学生为他们一生践行初心使命
的事迹而泪目，立志要接下前辈手中的接
力棒，将“吾身虽瘦，必肥天下”的革命
精神继承下去。

（作者系天津财经大学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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