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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红石榴，被捧在手心，石榴正面是国
家版图，背面刻着“民族团结”四个字。当记
者来到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第一小学时，
学校美术教师红光正带着学生们做泥塑。

在兴安盟各学校，“石榴籽”元素随处
可见。兴安盟是位于祖国东北边疆的革命
老区，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
蒙古自治区在这里诞生，内蒙古东部区第
一个农村党支部从这里孕育。近年来，兴
安盟的红色教育从娃娃抓起，充分发挥红
色场馆的育人作用，以思政教育为核心，夯
实课堂的主阵地作用，广泛开展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高效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大
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
族师生书同文、语同音、心相通、情相融。

传承红色基因 厚植爱国情怀

“令我震撼的是，在无比黑暗的时
期，有人能敢为人先，在黑暗中摸索，寻
找火炬，寻找出路，是一件很伟大的事。”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内蒙古自治区
的解放，没有内蒙古自治区的解放就没有
我们今天安定和幸福的生活。”

…………
9月26日上午，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

馆内，乌兰浩特一中高二（12）班的20
余名学生，热烈讨论着参观感受。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作为革命老区，兴安盟的红色教育从娃娃
抓起，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
育，将红色场馆和革命旧址作为最鲜活的
红色资源，以重大节日为契机，教育引导
广大师生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
任，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1946年，兴安盟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在巴日嘎斯台乡诞生。从此，红色星火燎
向科尔沁草原大地。坐落在这片土地上的
巴日嘎斯台小学，早已把红色基因融入了
学校办学的点点滴滴。

戴上红领巾、身着红军服、唱起红歌，
巴日嘎斯台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们向着兴安

盟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出发。这是学校
为庆祝国庆节开展的一次红色研学活动。

该校校长孙玉坤介绍，学校通过开展讲
一个红色故事、重走一次长征路、做一个小
小讲解员、进行一次红色研学活动、唱一首
红歌的“五个一”活动，让学生更加了解家
乡的历史，不仅推动了学校红色教育走深走
实，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育人效果。

“学生了解了以前生活的艰辛，更加懂
得节约粮食，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食堂每
天都有400人用餐，潲水桶里剩的几乎都是
不能吃的骨头。”孙玉坤说。

“历史留给我们的太深厚了，需要慢慢
去积淀。于小事中做大的工作才重要，教育
不是整天喊口号、只关注分数和课本，而应
该全方位培养学生，让这个年段的学生找到
自己的人生定位，这不仅是将来从事什么职
业，更重要的是要做对社会和国家有贡献的
人。”乌兰浩特第一中学高二（12）班班主
任马书光这样看待红色教育的意义。

兴安盟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宝江介
绍，兴安盟非常重视发挥实践活动的载体作
用，在丰富多彩的征文活动、手抄报大赛、
红色故事演讲比赛、主题党日团日活动等活
动中，让师生充分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
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
之不易，在学生心中埋下红色的种子。

夯实课堂阵地 加强队伍建设

“爸爸妈妈，小时候我不懂事，总惹你
们生气，我现在已经长成能独当一面的男子
汉了，谢谢你们养育我。”“祝福祖国母亲更
加繁荣富强，长大了我要为祖国多作贡
献。”在乌兰浩特市第十二中学，思政教师
闫钰琪正在给学生们上道德与法治课《爱在
家人间》。随着课程内容走向深入，学生们
勇敢、踊跃地表达爱。

课堂在学生们的掌声中结束，两位来听
课的思政教师董满珠和王天霞也站起来为学
生们鼓掌。“课程设计很清晰，充分利用了
教材，亮点在于有情感升华，从对父母的爱

上升到了对国家的爱，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很
高，我也深受感染。”董满珠评价道。

深入研读课标，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
转变教学方式……这些年来，得益于各级培
训和学校对教学改革的重视，闫钰琪完成了
从一名新教师到“站稳讲台”的转变。她的成
长经历，也成为兴安盟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
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的一个切面。

朱宝江介绍，兴安盟发挥课堂教学主渠
道作用，以思政教育为核心，打造德育育人新
格局。着力加强思政课课堂教学常规建设，
通过集体备课、名师经验分享等方式，使教育
行政干部、校长、教研员和教师全面接受新课
程的理念、内容，形成了“创设贴近学生实际
的学习情境”等19条课堂教学常规。

同时，兴安盟从规范配备、健全准入制
度、建立退出机制三方面入手，全面加强和
改进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2018—2021
年，全盟共招录思政专业教师231名。今年
起，新进专职思政课教师必须取得思政课教
师资格并保证相关专业毕业。

“近些年我们加大了对思政教师的激励
力度，在职称评定、评优评先中给予一定的倾
斜，并将思政教师纳入兴安盟优秀教师等荣
誉称号的遴选范围。”兴安盟教育局思想政治
教育科科长贾宏宇说，“如今，思政学科普遍
得到了学校的重视，教师们在各类培训中专
业能力不断提升，收获了幸福感、获得感。”

书同文语同音 推进民族团结

“一颗颗石榴籽你挨着我、我挨着你，
我们56个民族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在乌兰浩特蒙
古族小学的石榴园里，学校党支部副书记、
思政教师贾秀艳剥开一个石榴，给一年级学
生们讲述民族团结的故事。

乌兰浩特蒙古族小学的石榴园有56棵
石榴树，是民族团结月时由师生家长共同栽
下的，学校将其打造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由专家、名师、家长等组成的“七讲团”定期授
课，这样的实景课堂深受学生喜爱。

“石榴籽小课堂”“石榴籽在行动”……
兴安盟各学校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打造了各具特色的主题展厅、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党史学习教育基地，充分发挥校
园文化在全面育人中的作用，增进各族师生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学校还在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中融入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开发了六大类60门特色课
程，统称为‘娜荷芽’课程，这在蒙古语里是

‘幼苗’的意思。”科右前旗第一小学副校长青
梅说。

兴安盟始终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作为先导
性、基础性工作，在此基础上，高质高效推
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今年秋季学期，全盟68所民族
语言授课小学一至六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
全部推行使用国家统编三科教材，涉及学生
2.68万人。

为了让学生快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师们在教授方法上也颇费心思。

“从一年级的‘小小朗读者’、二年级
的‘快乐识字’到六年级的‘原创天
地’，学校每个年级、每个班都形成了自
己的朗读特色。”科右前旗第一小学三年
级（4）班语文教师白文利说，“我们班已
经学习了120多首古诗词，为方便记忆和
理解，我们创编了动作，更符合孩子们的
年龄特点。”

“书同文、语同音、心相通、情相融，
我们始终坚持把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作为坚
强政治保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让学校
发展与时代同频共振，引导广大学生把‘请
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转化为实际
行动。”朱宝江说。

虽然地处中俄交界的
边陲小镇，内蒙古满洲里
市第五中学却因为党史学
习教育有特色而在整个内
蒙古自治区小有名气。

深秋的一个下午，满
洲里五中教师董春华在上
一堂物理课，课程从中国
研发的载人潜水器“奋斗
者”号的一段视频引入，

“下潜万米，那‘奋斗者’号
表面所承受的液体压强是
多少？”董春华的问题引来
学生不同的解答思路。这
堂课里，既有物理的学科
知识，又有当代中国突飞
猛进的科技发展史，更有
一代科学家科学报国、服
务人民的爱国精神。

“学校以课堂为主阵
地落实‘3+1+x’理念，积
极挖掘三科统编教材、艺
术学科和其他各学科中的
革命传统和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元素，精选、优化、重
组教学内容，使核心素养
培育与党史知识学习无缝
衔接、水乳交融。”满洲里
五中校长徐秀丽说。

红色教育要在学校最
核心的地方落地，这是记者
在满洲里五中采访最深刻的
感受，课堂、国家课程就是
主阵地。物理课，借《越来
越宽的信息之路》一课，讲
述北斗卫星之父孙家栋的
故事；地理课，借《日本自
然地理环境》一课，重温伟
大的中国抗震救灾精神；
生物课，借《激素调节》一
课，了解我国生命科学领
域率先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的突出成就……多学科相互融合，使学生从百年党
史学习中升华爱党爱国情怀，坚定听党话、跟党走。

因为要落地，促使教师们用心研发。“‘四史教育’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课堂，最终落点在备课组。
我们以双周为单位，每个学科的备课组要集体备课，
吸取集体智慧，并向学校教学部门汇报在第几章第几
节落地，落点是什么，渗透哪些知识。”董春华说。

有一次，徐秀丽看到纪录片《美术经典中的党史》，
深受启发，当即发给美术老师李娜。以画为体，以史为
魂，这些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100年来波澜壮阔的光
辉历程的美术经典作品，不正是绝佳的素材吗？

有人负责版画制作，有人负责经典作品赏析，
有人负责雕塑……美术学科全体教师将党史学习
与美术结合起来，推出“印记百年、薪火相传”主题
融合系列微课程。例如，赵欣欣的《长征》一课，在
带领学生对毛泽东诗词《长征》、画家李可染的中国
画《长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选段进行综
合赏析后，进行草鞋、水壶、树皮等版画创作；李由
的《歌唱祖国的春天》一课，对画家程十发利用作品
抒发对新中国美好生活的深情讴歌深入解析后，带
领学生进行革命老物件的主题版画创作。

融合课程激发了师生们的创造力，也让党史
学习教育更加深刻、鲜活。

全校近1800名师生全员参与拍摄视频短片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推出“跟着电影学
党史”佳片有约微课程；充分挖掘满洲里国门党
建学院、中共六大展厅、红色展馆等地方红色教
育资源优势，通过实践研学，促进知行统一；开
展“走党史百年历程”远足实践之旅……都在践
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

“学校通过氛围营造、强化学习、课程融合、
活动渗透四个方面开展‘党史百年’系列学习教
育，让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和真
挚情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徐秀丽说。

学校最美的样子就是学生的样子，满洲里五中
用国家价值照亮了学生成长。在学校教学楼三层，

“蒙古马”主题画作长廊
中，孩子们用不同风格的
画作表达对“蒙古马精神”
的理解，经过学校红色教
育的浸润，他们也将成长
为一匹匹“蒙古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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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安盟：

初心如磐为党育人
本报记者 王家源

■新青年说

扫码观看报道

编者按：内蒙古兴安盟，是内蒙古东北部的红色圣地。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在这里诞生，内蒙古东部区第一个
农村党支部从这里孕育，阿尔山火车站、南兴安隧道碉堡记录着草原各族人民的英勇不屈。如今，这抹鲜亮的中国红，激励着一代代兴安盟
教育人薪火相传，不懈奋斗。

内蒙古兴安盟巴日
嘎斯台小学开展红色研
学活动。
本报记者 杨文怿 摄

“我总和朋友说起你，你是我心中最深
的回忆。说起你让我骄傲的一九四七，民族
自治的旗帜升起在这里……”

这首歌中的城市，就是我的家乡乌兰浩
特，在蒙古语中意为“红色的城市”。在这
红城幽深的街巷里，在兴安广袤的大地上，
红色基因赓续传承，红色精神生生不息。

徜徉于兴安热土，我感慨于她深厚的红
色积淀：索伦镇河上弹痕累累的石桥，德伯
斯郊外饱尝风霜的“飞机包”，铭刻着各族人
民团结抗争的历史；红旗招展的兴安村，青
砖古瓦的五一会址，诉说着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民族解放斗争的辉煌成就。团结统一，艰
苦奋斗，革命先辈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他们的精神早已渗入每一块草地、每一片蓝
天。

来到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穿廊过
院，睹物思人，历史的画卷在我眼前流动：

建党之初，李大钊等同志曾领导和参与蒙古
族群众的革命运动。1923 年，内蒙古产生
了第一批共产党人。在他们的领导下，内蒙
古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终于，到了 1947 年，战胜了反动派和
分裂势力，乌兰夫同志带着一个天大的好消
息，站在了亿万内蒙古同胞的面前。红旗猎
猎，凯歌震天，民族自治区成立的消息随春
风飞遍草原内外。

当家作主的内蒙古人民，心系同胞，不
忘党恩，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
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话。在新时代的大路
上，内蒙古人民团结奋斗，高歌猛进！

站在历史的巨浪前，我的心潮为之汹涌
澎湃。“各族人民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我忘不了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的
寄语。内蒙古人民过去、现在都是民族团结
事业的模范，未来，我们新一代内蒙古青年

将更加团结一致，为祖国的事业奉献终身！
我更难忘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寒冬到兴
安盟调研考察时对我们提出的殷切嘱托：守
望相助、团结奋斗。时代的重担即将交付给
我们青年人，唯有砥砺前行，方能不负青
春，不负时代，不负亿万先辈的奋斗！

团结奋进，爝火不息，回望家乡的峥嵘
岁月，我们更有信心征服前方的巉岩山川。
征帆催起远征客，险滩更待弄潮儿，我们新
时代青年人，必将团结进取，创造属于我们
的新辉煌！

（作者系乌兰浩特一中高二（12）班学
生 指导教师：王卓杰）

团结奋进 爝火不息
陈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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