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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
八”事变、辽沈战役，辽宁这片土地有着丰
富而又弥足珍贵的红色文化遗址资源，在近
百年的抗争史中也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人
物。辽宁红色精神具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和广
泛的民众认同，是历经革命战火淬炼的时代
精神与独特地域基因结合下的传续与表现，
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奋发创
新百折不挠的时代精神，承载了与时俱进的
革命情怀。

每当走进“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我
都能回想起初次参观时的震撼。一件件文
物、一张张照片，展示着“九·一八”事变
的整个历史过程，从日军发动惨绝人寰的侵
华战争，到中国人民受尽残酷殖民压迫的屈
辱历史……馆内昏暗的灯光下，注视着这些
血淋淋的剪影，无人不为残酷无情的侵略者

在这里残害羸弱无助的劳苦人民而感到痛苦
与愤慨。直到那股力量的诞生，充满着生机
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英勇抗战取得胜
利，抵挡了炮火，驱散了严寒……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东北是世界法
西斯侵略战争最先爆发的火药库，但，也许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结束的场所。”在
外敌入侵、国贼肆虐的危急关头，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辽宁人民承担起了对国家、
民族的责任，抗日救国的旗帜最先在东北疆
场高高飘起，辽宁人民以英勇无畏的精神，
点燃了抗日救亡的星星之火，打乱了日本帝
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计划，为全国人民的
抗日斗争争取了时间，积累了经验。

作为新时代的辽宁青年，我们生在强国
时代，伴随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而成长。
我们更应该牢记红色历史，赓续红色血脉，

肩负强国使命，听党话，跟党
走；勇担时代重任，有担当，
敢作为，能经历磨难，能扛住
重压，将青年的创新活力和
担当精神投入到祖国的建设
发展上。我们要练就过硬本
领，到中流击水，让青春在
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
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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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红色历史 赓续红色血脉
张可心

辽宁锦州是新中国第一缕曙光升起的
地方。相比全国许多地方，锦州的红色资
源优势明显，它拥有大批弥足珍贵的革命
旧址、遗址遗迹，珍藏了许多具有代表性
的革命文物，还有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烈
士。据统计，包括辽沈战役纪念馆在内，
锦州共有红色教育基地29处，其中国家级
教育基地8处、省级教育基地14处。

充分挖掘好、利用好红色教育资源，
让红色教育真正“红”起来，引导广大青
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锦州教育交出了一份

“走心”的答卷。

融红色精神于思政教育网

除了那些耳熟能详的著名纪念场馆，
锦州的许多革命遗址本就留存于学校内
部，比如纪念英雄梁士英的士英文化馆就
坐落在士英小学，又比如朱瑞将军的牺牲
地就位于朱瑞小学内部。

如何让数量众多、分布面广的宝贵资
源“流动”起来，不止针对部分学校、学
生，也不仅止步于参观、瞻仰，还充分挖
掘出其深层内涵，形成持久的育人合力？
对此，锦州有独特的思路。

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后，锦州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区域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工作领导小
组。该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能就是不断
挖掘以辽沈战役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在
思政课教学中的育人价值，形成融思政课
程、课程思政、特色课程于一体的思政教
育网。锦州师专、黑山职教中心、锦州中
学、锦州市国和小学等21家单位被确立为
首批一体化建设联盟校。

“红色场馆、红色文化资源以及各类学
校的红色教学资源必须统筹到一条育人主
线上来，而这条育人主线又要融通于一张
思政教育的网络中，这样才能形成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时任锦州市
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局长的王斌
认为。

以思政课建设为抓手，锦州绘制了一
张全市“思政教育课程图谱”。这张课程图

谱囊括了全市所有红色场馆、革命遗址。辽
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黑山

“101”高地纪念馆、中共沟帮子铁路党支
部、萧军纪念馆等场馆资源以现场式、全景
式、沉浸式的形式呈现，成为大中小学开展
思政教育的重要课程资源。

全市中小学必修的地方课程“锦绣之州”
在思政教育网络中也担当了重要角色。这门
旨在引导学生以“知家乡锦州、爱家乡锦州、传
播家乡锦州文化”为己任的课程，将普及和传
承红色文化融于思政教育，并坚持开到实处，
进入中小学生的课表和评价。在课时安排上，
四至六年级安排了5课时，七至九年级安排了
3课时；在考试评价上，锦州中考设置了红色文
化的相关知识点，分值为5分，有效地保证了
红色教育的育人效果。

立革命精神于课堂教学

“在锦州会战中，我军用到了关门打狗计
策，大家请看我们小组收集到的这张战役示
意图”“我们小组研究的是辽沈战役中的不寻
常的数字”“我们小组用创意美术的方式绘制
了许多锦州名片”……在辽宁省德育现场会
上，来自锦州市古塔区保二小学学生们的精
彩汇报让观摩的老师们眼前一亮。

实际上，这堂课是保二小学“大爱·红
色辽沈”主题式德育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成
果汇报课。

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是锦州各学校开展
红色教育的“法宝”。如何让静态的红色资源
在各学科中流动起来，像线串连珍珠一样发
挥聚集效应？

带着这个问题，保二小学六年级组语
文、数学、美术、品德与社会等11位不同学
科背景的教师合作完成了“大爱·红色辽
沈”跨学科红色课程研发，课程分为“铭记
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三大板块，
共计9课18学时。

“在课程研发中，我们突出主题课程与学
科价值的适配度和平衡性，把辽沈战役孕育
的红色革命精神贯穿于全学科教学实践活动
中，不仅传承了红色精神，还培养了学生学
科素养，课程功能倍增。”保二小学校长梁红
梅说。

2020年，“大爱·红色辽沈”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成功入选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首批
“一校一案”落实《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典
型案例。

“我们倡导学校以‘红色课程’建设为抓
手，促进红色文化教育与学校德育有机结
合，让红色教育常态化、系列化，在学校落
地生根。”锦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处长董雪
涛介绍。

锦州教育系统强调上好开学第一课，让
红色种子早日播在学生心中。凌海市第一小
学让一年级新生参观红色遗址，上好红色文
化传承课；国和小学开设党史小课堂，请学
校校友、建党百年庆典的领诵员赵建铭给学
弟学妹们录制视频，送上开学寄语，孩子们
备受鼓舞。各学校还因“校”制宜，把红色
教育融入学科课程、思政课程、主题队会和
校本课程。

依托本校红色资源，士英小学早在10年
前就开始面向一二年级编发 《英雄教育读
本》。2017年，学校开始在全校范围开展英
雄教育，其中，一二年级是《士英精神教育
读本》，三四年级是《英雄教育读本》，五六
年级是《国防教育读本》，引导学生知英雄、
学英雄，让红色教育深入学生心灵。

“我们要不断深入开展红色校本课程的开
发和研究，探索校本课程的实施路径，努力形
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锦州经验。”王斌说。

传英雄精神于实践活动

今年7月19日，锦州市教育局在全市范
围内首次开展大规模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全
市80多所城乡学校的1500名师生参加。

如何让红色研学不流于表面上的热闹，真
正促进学生成长？活动开展前，学生人手一份

“研学手册”。翻开手册，每一处研学基地介绍
后，都有“我的任务包”，如辽沈战役纪念馆的
任务有“寻找锦州两条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
路，为家长讲述两位英雄故事”“探秘纪念馆、
寻找到如下四种文物，并记录文物背后的故
事”等，引导学生行前思、行中研、行后悟，激发
学生主动开展红色学习的热情。

研学活动的“吸睛设计”——定向智
跑、闯关打卡活动更是将此次研学活动推向
了高潮。学生使用手机扫码，系统会随机弹
出一道关于辽沈战役的红色问答题，答对后

可寻找下一个打卡点。
“这样的活动学生很感兴趣，整个过程参

与度非常高。”参加活动的老师们都深有体
会，因为学生身边的红色资源最能跟学生发
生联系，教育效果也最好。

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中还蕴含着强大的精
神力量。“在我们学校，每个孩子从进校到毕
业要‘三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和配水池战斗
遗址两个红色地标。”解放小学校长于立新欣
喜地发现，初看、再看、三看，每次学生回
到校园、回到家里都有变化，学生更懂事
了，增强了韧性和学习动力，家长们很认
同、支持这样的教育方式。

锦州实验学校以“家校联动项目化学习”
的方式，打造红色教育家校共同体，发挥协同
育人效应。通过一个家庭或多个家庭间的合
作，整合家庭、学校、社会资源，开展红色研
学。家庭成员共同制定项目实施方案，落实创
意成果：一个舞台剧、一段视频、一首诗歌、一
个创意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家长和孩子
一同接受红色教育洗礼，收获精神成长。”锦州
实验小学校长孙燕鹏说。

锦州市教育系统还在增强红色教育吸引
力、感染力上下功夫，创新红色教育活动载
体。锦州国和小学组织学生排演红色课本
剧，通过《小萝卜头》《金色的鱼钩》《一个
苹果》等一个个故事的演绎，让学生亲近红
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士英小学连续20多
年开展清明祭扫活动，一届届学生在活动中
增强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

锦州是红色之城，是英雄之城。以英雄
朱瑞将军命名的朱瑞小学通过“英雄中队”
创建活动，发挥榜样引领和评价激励作用，
培养学生良好习惯，增强学生集体荣誉感，
营造崇尚英雄的浓厚氛围。黑山县南关校利
用妇女节、教师节、重阳节等节日开展感恩
教育，将红色基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凌
海市雷锋小学开展系列教育活动，教育广大
学生争做雷锋传人……

锦州市打造的“行走的课堂”开辟了一
条知行合一的育人路径，让锦州的学校活了
起来、学生动了起来。

“让红色基因注入学生血
脉，不能仅仅依赖课堂
主渠道，而要让旧址遗
迹作为红色‘教室’，让
文物史料成为红色‘教
材’，让英烈模范成为红
色‘教师’。”王斌说。

“渤海湾，锦州
城，史悠久，蕴厚
重，校一所，曰士
英，源来自，英雄
名。”“二十六、正年
轻、为解放、化彩
虹，英雄魂、载汗
青，传后世，励新
兵。”这首三字经版
的“士英颂”，锦州
市古塔区士英小学的
学生人人都能背诵。

梁士英是在辽沈
战役中牺牲的特等功
臣，是锦州人民心目
中董存瑞式的英雄人
物。古塔区士英小学
正是以英雄命名的一
所学校。

“我们学校只有
400名学生，是一所
小但有鲜明特色的学
校。”士英小学校长丁
苗苗介绍道：“学校建
校20年来，一直将红
色基因传承视为己
任，激励学生学英雄
精神、做英雄传人。”

走进士英小学，
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浓
厚的英雄文化气息。

“用英雄的火炬点亮
稚嫩的人生”的巨幅
标语醒人耳目，远处
操场上竖立的金色士
英雕像熠熠生辉，学
校楼廊里的《英雄长
卷》描画了秋瑾、黄继光等数十位民族英雄。

“士英文化馆”是锦州唯一建在学校里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家好，我是一号解说
员，欢迎大家来到士英文化馆。梁士英，一
个闪亮的名字，以其短暂的一生在人们心中
留下不朽的丰碑……”士英小学三年级学生
李坦坦个头不大，声音却非常有感染力，解
说时他还会加上自创的手势动作，引起观众
阵阵掌声。

“我们学校每个孩子都是士英文化馆的解
说员，学生给家长讲，给外校学生讲，给社
会人士讲，在这个过程中了解英雄，亲近英
雄。”丁苗苗说。

英雄精神教育要真正入脑入心，就需要
系统化的课程和活动设计。学校把解说词纳
入校本教材《士英精神教育读本》，让学生耳
熟能详。针对学生年龄特点，把梁士英事迹
编写成三字经，内容浅显易懂，读起来朗朗
上口。创建士英中队，聘请梁士英连的战士
做中队辅导员，军校携手，让学生立志成为
红色接班人。设计“五个一”教育活动，将
知英雄、学英雄贯穿到全年的学校课程和日
常教育活动中。

日常教育“五个一”中，其中的一个
“一”是学生每天在大课间站一分钟军姿。

“别小看这一分钟，每天坚持站，对训练
学生个人仪态、培养意志品质都有帮助。”学
校德育副校长赵言媛说，“现在的学生身体素
质差，意志薄弱，我们学校的学生表现相对
比较好。”

士英精神传承要让学生落在实际行动
上。因此，学校将士英精神转化为具体的

“大爱、担当、果敢、拼搏”8个字。
“大爱，是让学生爱祖国，对祖国有深厚

的感情；担当，是一种负责任的精神品质；
果敢，是让学生在正确的事面前果断向前
冲；拼搏，是一种努力坚持的意志品质。”丁
苗苗意味深长地说，“小学要培养学生做人做
事和学习的习惯，不管在学生的学习还是将
来的工作、生活中，如果学生做到了这8个
字，说明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

作为一所有红色基因的学校，士英小学
的国防教育很有特色。学校建有辽宁省首家
国防教育影院，每周向学生开放，播放红色
教育影片。每周五是学校的国防教育日，学
生在课间操时间统一着迷彩
服打“军体拳”。

“我们学生出去参加活
动，站在那儿就是与众不
同。”赵言媛的语气中透露
着自豪：“这是长期英雄精
神教育的结果，学生展现出
来的精气神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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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让教育真正“红”起来
《人民教育》记者 董筱婷 施久铭

■新青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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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烈士。锦州教育充分挖掘、利用红色教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锦 州 市 凌 河
区吉庆小学以大
队会形式开展红
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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