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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高校：智慧思政谱写育人新篇章
本报记者 郭馨泽 任赫 曹金玥 方梦宇 王志鹏 俞路石

收到安徽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
天，家在云南的陈杰 （化名） 心里有些忐
忑。父母离世，安徽路远，学费是难题。

一通电话响起，陈杰悬着的心终于放
下了。原来，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已经
了解到陈杰的情况。在老师介绍了相关资
助政策后，陈杰的心里有了底⋯⋯

这通电话之所以这么及时，得益于安徽
师范大学打造的教管服一体化智慧思政平
台。“大数据画像，菜单式帮扶”，安徽师范大
学党委副书记蒋家平这样概括这一平台的
功能。

智慧思政平台在安徽的很多高校里不
算“新鲜事”，可如何掌握全省高校学生的思
政工作情况？如何使资源达到最大利用
率？“安徽省高校智慧思政平台”应运而生。
创新机制、统一平台、汇聚资源、数据驱动的
省级一体化平台建设，成为安徽省推进高校
思政工作的“助燃器”和“加速器”。

统一平台焕发高校思政新活力

“学生在哪里，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做到
哪里。”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佩
刚表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许多
新情况新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网而
生、因网而兴、因网而增。做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
而新。”

在此背景下，2019 年 4 月，安徽省高
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其运转载体“安徽省高校智慧思政平台”
囊括了思政教育、服务、管理等各项工作
的核心功能。

“它是一个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省教
育厅设立并领导，思政处具体指导，并委
托安徽大学承担建设管理运行的工作机
构。”王佩刚介绍，安徽省高校网络思想政
治工作中心职能主要有规划设计、政策引
领、标准制定、资源整合、评价考核五个
方面。

全省平台的搭建和管理并非易事。在
管理上，安徽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
心遵循“专门人干专门事”的原则，派专

人负责平台的管理和日常运维。安徽省高校
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常务副主任余照务介
绍，“目前中心有7位工作人员，有专门的场
地、人员、经费，集合专家团队，成立了专
门机构，建立了省校协同机制”。

目前，中心完成了“省校两级智慧思政
平台应用”的开发和建设，服务全省 120 所
高校、150 多万名师生。其中，省级平台侧
重宏观管理和指导，并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校级应用平台在省级
平台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实际进行再次开
发，侧重具体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落
实，注重彰显学校特色。

如何使省级平台和校级平台实现互联互
通、相互支撑？余照务介绍，在省级层面，
利用各个学校的网络思政中心建立了统一标
准，以项目的形式落实并加强对各校级平台
的指导和督查。通过周例会、月调度、年总
结工作机制协同整体工作，借助专家委员会
提供专业指导。

思政金课把牢课堂主阵地

“大学四年如果没听过路老师的课，那
将是你人生的遗憾”“每学期都抢不到，郁
闷”⋯⋯在安徽师范大学的师生中，时常可
以听到这样的传言。

他们口中的路老师，就是“全国师德标
兵”“安徽省优秀德育工作者”路丙辉教
授，他的课常常是一座难求。

而现在，像路丙辉这样的名师课堂在安
徽省高校智慧思政平台都能看到。目前，该
平台为全省123所高校提供近4000门思政金
课资源，组织了40余场云端思政大课，平台
总访问量达到 1.54 亿余人次。除了提供优质
的教育教学资源外，智慧思政课教学平台还
可以为思政课教师在线创建课程、设置课程
展示模板、课程备课交流提供平台，推动教
师备课资源、教学经验互动共享、交融互
鉴。

如何让学生“进得去、留得住、学得
好、离不开”是思政课一直以来的难题。课
堂弹幕、匿名反馈、课堂红包⋯⋯一系列创
新的智慧教学技术和手段，使安徽大学的思

政课不断呈现出新的活力。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明切

身感受到了平台给教育教学带来的变化。
“以前学校开展思政课教学存在专职思政课
教师数量不足等问题。通过举办青年讲坛、
思政课直播，不仅可以解决教师不足的问
题，还能发掘、培养青年思政教师。”李明
说。

思政平台上的党史教育课给安徽大学学
生宋世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同于以往
干巴巴的党史宣讲，平台上很多党史学习教
育课是由全省各高校扶贫干部、援疆教师结
合自身经历讲授的，如盐入水，听完很受启
发。”宋世炜说。

同时，安徽各校也在积极探索新形式。
如合肥工业大学在第二课堂成绩单系统“思
政学习”模块建立小程序学习平台，“思政
学习”每学年阅读及答题量近 200 万次；巢
湖学院以网络名师工作坊、大学生网络文化
工作室建设为突破口，培育“名师工作坊”
13个，建立起1个校级网上党校及12个分党
校⋯⋯

安徽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副主
任潘金刚介绍，目前平台将 PC 端、移动
端、云端、教学端、学习端、管理端融为一
体，形成了集课程教学、资源共享、数据采
集、网络研讨于一体的“思政金课”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有效解决了“优质教育
教学资源不能充分共享，教学质量不能有效
保证”的问题，大力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和
教学质量提升。

大数据助力教管服一体化

即将从安徽师范大学毕业的大四学生江
倩 （化名），第一次收到助学金时填写的还
是纸质表格。四年时间过去，一张张纸质表
格早已被清晰明确的大数据画像取代。

“学校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手段实现了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
准识别、精准资助、资助育人和效果评估，实
现智慧资助。”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
长项家春介绍。

为进一步提升学生资助政策实施成效，

提高资助精准度，依托智慧思政数据分析平
台，2019年秋季学期起，安徽已将所有本科
阶段高校全部纳入智慧资助试点范畴。

在智慧思政数据分析平台上，安徽加大了
数据共享力度，实现了对特殊群体学生、困难
学生的精准认定。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通过
校园“一卡通”对学生就餐情况按月进行统计
分析，不需学生自己申请，通过精确的数据统
计、分析、比对来确定受助对象，以达到资源的
合理配置，让最需要的学生获得生活补助。

除了“智慧资助”之外，智慧思政平台也正
成为安徽不少高校教师与学生进行心灵对话
的“树洞”。

“有人分享读书笔记，也有人分享厨艺，最
重要的是，老师们每天都会对我们表示慰问，
不仅问身体状况，更关心大家的心理和心态，
给予我们湖北学子很大的温暖和信心。”2020
年年初，家住湖北省黄冈市的安庆师范大学
2017级英语专业学生黄晶晶对学校在智慧思
政平台上组建的临时团支部深有感触。

按照安徽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统一
数据标准，疫情暴发之初，安徽大学、安庆
师范大学等高校第一时间开发校级平台，第
一时间健全组织体系。省、校平台第一时间
实现对接，搭建了“委厅—高校—院系—班
级”四级疫情防控的“e 网格”，形成了一

“网”通达的校园治理和应急管理体系，实现
了疫情防控指挥、监测、服务一体化，也为
后期疫情精准防控、网络思政、精准资助、
智慧就业以及智慧校园建设提供了工作基础。

目前，安徽16所首批试点高校已在智慧
思政课、智慧资助、智慧就业、新媒体联盟
与舆情分析等方面，逐步探索形成各具特色
的网络思政工作模式。

在王佩刚看来，目前安徽省高校智慧思
政平台建设正处在 1.0 时代，未来，将以入
选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 （高校智慧思
政实验基地） 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系统，提
升平台功能，推进省内高校间数据共享，实
现信息互联互通，发挥网络育人的突出作
用；进一步推进全省高
校思政工作教育管理服
务一体化，打造互联网
时代的教育治理体系和
育人体系，助力教育现
代化。

深秋时节，金寨
桂花飘香。

“叮铃铃铃⋯⋯”
闹钟声响，81 岁高
龄的老校长周世坤起
身出发，手里的“瓦
屋基红色文化丛书”
翻到了“列宁小学纪
事”一章。“今天要
回学校给孩子们讲红
色故事，我可不能迟
到。”

在安徽省金寨县
大别山腹地的瓦屋基
村 列 宁 小 学 新 校 舍
旁，坐落着一座古朴
的徽式院落，它就是
目前全国仅存的两所
列 宁 小 学 之 一 ——
1929 年建立的苏区
六区一乡列宁小学。

“ 共 产 主 义 新 ，
学校叫‘列宁’。青
年姐妹穷苦儿童个个
都 欢 迎 。 大 家 要 读
书，大家须革命。手
拉手儿向前进，前进
莫留停。”列宁小学
旧址的展馆墙壁上印
刻 着 当 年 的 校 歌 。
1929 年立夏节武装
起义胜利后，鄂豫皖
苏区普遍创建列宁小
学，为工农子女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

“只要愿意识字的，都可以来上学。学校
开放办学，年龄最大的学生有 60 多岁。除 6 位
专职教师外，还有很多苏区干部和红军将领任
兼职教师。”曾在列宁小学就读，后任列宁小
学校长多年的周世坤回忆起来依然满是感慨，

“那时的教材都是自编，有国语、算数、常
识、音乐等；教师们自制单双杠、秋千等设施
开设体育课。”

列宁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们跟着老校长走进
学校旧址堂屋，抚摸着当年用砖块垒成的“课
桌”、用树杈磨出的“板凳”，它们是那段红色
历史的见证。环境的艰苦无法动摇办教育的决
心：没有课桌椅，师生就一起动手自制；没有
操场，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动手开辟；没有纸
笔，孩子们就用棍棒在地上练习写字⋯⋯

“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少年先锋队！”在革
命战争年代，列宁小学的学生唱着少先队队歌
承担起了“红区小卫士”的职责：他们为红军
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年纪小的学生参加了儿
童团，年纪稍大的学生参加了少先队。

“我们金寨被称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这
座列宁小学从诞生那天起就是革命的摇篮，培养
出了大量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红军长征后，列宁
小学先后有 200 余人参加了红军。”列宁小学管
理员周其锋介绍，新中国成立后，邓忠仁等四位
列宁小学的毕业生被授予少将军衔。

1981年，这所列宁小学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006 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现在，这座青砖灰瓦的质朴院落是安徽省著
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老校长周世坤深情地
说：“这里的孩子们都知道，自己的家乡——这座
大别山腹地小镇曾经的名字叫作‘赤城’，要时
刻不忘对国家和人民的‘赤诚’。”

“今天听老校长讲了革命先辈们的故事，我
也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当英雄，建设大中国！”
列宁小学五年级学生余淼说。红色故事激励着
孩子们不忘历史，奋发读书，在列宁小学原址
旁崭新的三层白色教学楼里，新一代赤城少年
正茁壮成长。

“现在的列宁小学有近百名学生，微机室、
实验室、音乐室、心理健康教育室一应俱全。”
列宁小学现任校长冯学涛感慨地说，“2019 年
底金寨县实现了班级平板设备全覆盖，我们可
以通过智慧课堂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红色文
化，将红色基因代代传承下去。”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
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
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
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
步⋯⋯”孩子们琅琅的读书
声在大别山中飘扬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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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
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安徽省成立了省级高校网络思政工作中心，构建了智慧思政大
平台，以创新机制为引领，以技术驱动为支撑，打造互联网时代铸魂育人新高地。

安徽师范大学大
型红色经典史诗 《长
征组歌》表演。

学校供图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每每读起这句话，我的思绪总被拉回72年前
那个千帆竞发的场景，老百姓摇着小船将人
民解放军送到对岸。此刻，我正驻足在波光
粼粼的八百里巢湖之前，眼前是形似战舰般
的建筑，这里就是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渡江
战役纪念馆，这里也有属于我的家乡最辉煌
的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好红色资源，传承
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如
何继承和弘扬红色精神？作为“追溯渡江精
神，礼赞建党百年”宣讲调研团队的一员，我
们决定以家乡革命文化渡江精神为切入点来研
究这个问题。

赓续红色精神，要做一名用心的学习者。
在正式开始党史宣讲之前，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
收集渡江精神的有关材料，包括书籍、影像等，并
将感悟在团队内分享。宣讲稿反复修改10余次，

累计形成10万余字材料。我们又进行实地考察，
前后去了渡江战役纪念馆四次，每一次大家都会
在烈士名单前静思良久。经历了这些，我们更坚
定了弘扬传承渡江精神的决心。

赓续红色精神，要做一名用情的观察
者。长时间的前期积累和 10 天的实地考
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渡江战役的了解。
通过观察，我们深入领会了渡江精神所蕴藏
的时代内涵，渡江战役是靠老百姓用小船摇
出来的，这份宝贵的军民同心的情怀应当永
远铭记。我们还观察到了渡江精神的认知现
状，以及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面对丰富
的革命遗产，我们唯有用心观察，找到“症
结”，才能扫清继承道路上的一切阻碍，更
好地传承这片红色江山。

赓续红色精神，要做一名用力的践行
者。渡江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我们把

这一路的故事拍摄成了微视频，把每一个故
事都用文字记录下来，形成了 12 篇新闻稿、
130篇实践日记，并利用社交媒体对精品内容
进行发布，累计浏览量高达12000余次。作为
青年大学生，我们要走出书房，把红色精神带
向社会舞台，让革命精神散发光芒。

无论折损的刀枪剑戟经历多少岁月洗
礼，人们都永远不会忘记 1949 年“百万雄
师过大江”的壮景，不会忘记军民同心的珍
贵情怀，不会忘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英雄精
神。唯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方能坚定信
仰、砥砺前行。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生 指导老师：张鑫）

赓续红色精神 践行青春梦想
黄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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