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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以文化人、以文育人，23 年红旗不倒的琼崖革命史孕育了海口的特色思政教育：以丰富的高水平教学资源打造高质量
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稳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促进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

海口旅游职业学校：

本报记者 杨文轶

海口旅游
职业学校党史
宣讲团团员接
受红色革命教育，
重走红军路，回顾革
命历史。 学校供图
11 月的海口也有了几分秋意。
“ 气 爽 秋 高 半 面 纱, 烽 烟 壮 旅 伫 琼
崖。”琼崖，是海南的古称。与如今宁静
悠闲的旅游胜地不同，在这座海岛上，曾
经发生过满含血泪的琼崖革命斗争。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23 年红旗不倒
的琼崖革命史孕育了海口的特色思政教
育。“我市不断丰富高水平的教学资源，
打造高质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稳步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促进思政教育高质
量发展。”海口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汪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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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身边的红色故事
“1943 年，他参加了革命，当时才 16
岁，因为个子太小，背不上长枪，被分进
了手枪班当班长。”坐在自家客厅的方几
前，冼开运老人带着浓重的咸来口音，向
孙女讲述大哥冼开文的革命经历。
孙女冼依涵是海口革命英烈红军小学
六年级的学生，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听
过这位“大爷爷”的故事。
坐落于海口市美兰区的咸来墟，给海
口革命英烈红军小学的思政教育提供了支
撑。
咸来是海南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琼崖革命根据地创建人冯白驹曾在此领导
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咸来涌现出一大批
革命志士，其中记录在册的就有 200 多人
为革命献身。
冼依涵的大爷爷就是当年投身革命的
志士之一。听说记者要去采访冼开文的故
事，冼依涵的两名同学也好奇地跟来了。
“大哥走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有一
天，妈妈告诉我，你大哥要回来了，我问
妈妈：‘我哪里有个大哥呢？从来都没见
过。’”冼开运回忆，参加革命 5 年后，
冼开文才第一次回家，带着两位战友吃了
顿饭，不过一个小时，又起身返程。
冼开文再次回家，已经是海南解放之

后。“他一回来，我们就发现他走路一瘸一
拐的。他自己不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
是在运送机密文件的时候，遇见了敌军，
被打伤了大腿。”冼依涵和同学们听得屏气
凝神。
“像冼开文这样的革命先辈，我们这里
有很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过革
命。”海口革命英烈红军小学校长吴多强介
绍，2015 年，学校被列入红军小学建设，
从此在教学中格外注重传承革命初心。
除了常规的校服之外，学生们还有一套
统一的服装——
“红军服”。每周，学校都会
组织一个班级的学生穿上红军服，去到校内
的革命教育纪念馆，熟悉咸来、海口乃至海南
的革命史，铭记墙面上字字千钧的 200 多个
名字。
“我们咸来的革命故事就是师生最好的
教育资源。
”吴多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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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政像盐一样融入
走在海口旅游职业学校教学楼的长廊，
一股馥郁的香气扑鼻而来。
西餐班里，学生正在调制意大利面的酱
料；烘焙课上，烤箱里学生们制作的腰果酥沐
浴着暖洋洋的红光。面食的咸香和糕点的奶
香混合在一起，
令人食指大动。
“在所有的操作过程中，我们都要遵循
干净卫生的原则，要戴手套，台面在任何时
候都要保持干净，工具按照使用的频率摆放
好，不能杂乱无章。”操作台前，海口旅游
职业学校教师郑璋正在给学生示范准备工
作 ，“ 这 是 我 们 作 为 厨 师 最 基 本 的 职 业 操
守，我们要有职业自豪感。
”
烘焙里的职业精神，是海口旅职校贯彻
课程思政的一部分。
“工匠精神不是一天而就的，它是在每
个瞬间的点点滴滴中不断渗透。怎么让思政
像盐一样融入我们的每一项工作，是我们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海口旅游职业学校党委
书记、校长赵金玲说。

赵金玲介绍，为了最大化思政育人成
效，海口旅职校利用学校党建活动中心，将
思政资源向所有课程覆盖，向所有师生覆
盖，做到时时、处处、人人讲思政。学校思
政教师组成队伍，以专题培训、集体备课等
方式，结合时事政治热点和师生学习生活，
对其他教师进行思政教育培训，帮助他们挖
掘专业课程蕴含的思政资源。
现在，海口旅职校的思政教育已经在全
国范围内形成标杆效应。
2020 年 11 月，海口旅游职业学校获批
成立教育部文化素质教指委首批“课程思政
研究中心”。2021 年 9 月 24 日，全国中等职
业学校旅游专业大类课程思政集体备课会在
海口旅游职业学校举行，该校教师代表以视
频录播形式进行说课，分享课程思政工作经
验。
离开海口旅职校时，记者路过了舞蹈社
团的教室，教师苏雪倩正带着学生们排练新
舞——“学习舞蹈不仅仅是练习动作，更是
通过体验、感受去发现美、传递美的过程，
使我们身心合一。表现作品也不仅是柔与力
的结合，更是通过对作品的理解，赋予体态
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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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理论激发学习兴趣
去年 9 月，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迎
来了一个好消息——院长张云阁获得“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称号。
站在思政课讲台上已有 36 年，张云阁
对“思政课该怎么讲”的思考，不会轻易因
一时的云起潮涌而偏移。
“有些教师把思政课变成了脱口秀，把思
政课变成了故事会，在这种情况下，掌声和笑
声真的能衡量思政课的质量吗？”张云阁抛出
了一个问题，又举出自己的例子作答，
“ 我们
有些思政课的理论讲得很深邃，学生听得很
吃力，
但是过后却回味无穷。
”
用理论的深度和逻辑的力量去激发学生
的兴趣，这样的做法不可谓不大胆。学生们

的接受程度怎么样？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教学
相长火花？
在一堂面向海大大一学生的“思想道德
基础与法律修养”
课上，
记者试图寻找答案。
“ 同 学 们 ，你 们 怎 么 理 解‘ 越 自 律 越 自
由’
？”
“如果一个人很自律的话，就可以想 10
点钟睡觉，就 10 点钟睡觉，想 6 点钟起床，
就 6 点钟起床。”一名男同学回答后，教室
里响起一片笑声。
“一个人用有限的时间去做有意义的事
情，就能在人生中有更多的选择。
”
“自律虽然不是你现在想做的事情，但
是会给你带来未来实际的自由。
”
……
一名又一名学生站起来表达自己的观
点，稚嫩的话语中不乏灵光闪现。
“孩子们真的像宝藏一样，他们经常会
问一些问题，展示他们对课程的思考，很有
意思。
”课间，授课教师丁艳平感慨。
她拿出手机，翻找出了印象最深的一个
案 例 ，“ 去 年 有 个 学 生 在 读 完 《万 历 十 五
年》 之后，结合自己就读的计算机专业，从
黄仁宇提出的‘数目字管理’出发，介绍了
中国古代的数学和算法”
。
深挖理论教学的方式也给教师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为了激励教师提升专业素养和教
学能力，海大马院每月会开展一次集体教
研，发挥不同学科背景教师的专业所长，凝
聚教学的集体智慧。
今年 4 月，丁艳平收到了一条短信，来
自一名 5 年前上过她课的学生。
“记得您在课上问我们‘大学期间最值
得骄傲的一件事是什么’，本‘咸鱼’心里
一惊。从那时候起我常常会回想起这个问
题，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一些。希
望将来能成为老师您
这样的人，希望我也
能爱上学习、爱上阅
读。
”
丁艳平觉得，这
是作为一名教师最大
的满足。
扫码观看报道

■新青年说

一所中职的﹃大思政﹄

海口：红旗不倒 海风永随

“各位来宾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海口旅游职
业学校党建活动中心，我
是来自航空服务专业二年
级的付子家，今天很荣幸
由我担任讲解员，下面就
请大家跟我一起走进琼崖
历史的画卷……”
近年来，海口旅游职
业学校招募学生作为党史
宣读团成员，结合学校的
旅游专业特色，从琼崖革
命遗址导览入手开展思政
教育。
2019 年 11 月，海口
旅职校党建活动中心落
成。中心占地面积约 400
本报记者
平方米，以中共海南地方
党史时间为序，用丰富的
史料和鲜活的照片，展示
着海南走过的琼崖革命斗
争、全岛解放、建省办经
杨文轶
济特区的历史……
百年间，一个贫穷落
后的小岛如何成为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的故事，在
这里画卷般次第展开。
每年秋季学期开学，
海口旅职校的新生都会在
教师的带领下来到党建活
动中心，聆听该校特有的
“开学第一课”——由学
长学姐们负责讲解的海南
发展历程，不少新生受此
影响，埋下了成为讲解员
的“种子”
。
“作为海口本地人，
我从小就跟着爸爸去过很
多琼崖革命的遗址，但是
系统了解到琼崖革命的全
过程，还是来到学校成为
一名讲解员之后。”酒店
服务与管理专业二年级的学生蔡小蕾说。
她讲解着历史，也深深被历史中的人物和故
事吸引。
1927 年 9 月 23 日，为配合秋收起义，中共
琼崖特委决定举行全琼武装总暴动，第一仗就
选在椰子寨。杨善集、陈永芹率领的乐会、万
宁部队，和王文明率领的琼山、定安部队在此
会师。“革命军枪支质量差、子弹少，交手后处
于下风，杨善集指挥部队边战边退，身中数弹
仍战斗到最后一刻。一股敌人从讨逆革命军阵
地右翼的小山上冲下来，陈永芹与敌人拼刺
刀，在肉搏中杀死数人，终因寡不敌众而牺
牲。”
战争的残酷和烈士的英勇让蔡小蕾震撼不
已，刚看过电影 《长津湖》 的她引用其中的台词
描述自己的感受：“‘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完了，
我们的后辈就不用打了。’烈士们为了我们的美好
生活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
“一个学生就是一个家庭，无数个家庭就是一
个民族。我们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个学生，而是一
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海口旅游职业学
校校长赵金玲深感作为教育工作者责任重大，“所
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强国必须有我。
”
赵金玲介绍，在建设之初，党建活动中心受
到了许多来自外界的帮助，海南党史馆的专家无
偿提供咨询服务，只要学校有需求，他们都会随
时回应；中心墙面上展示的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
片，全都来自于海南报业集团……
如今，党建活动中心的影响力不再拘泥于海
口旅职校内部，而是成为海口旅职校与海口实验
中学、海口市妇幼保健院等 60 余家单位党组织开
展共建的依托，推动了党史宣讲、基地共建、党
务培训等多方面的交流合
作，体 现 了 学 校 将 党 建 与
担当社会责任相结合的探
索。
海口旅游职业学校的红
色基因传承，正在走向更广
阔的天地。
扫码观看报道

汲取红色力量 奋楫逐浪自贸港

资料图片

张赫
海南，这片红色热土上布满了革命的印
记。94 年前，椰子寨的一声枪响拉开了海
岛琼崖武装总暴动的序幕；90 年前，乐会
县第四区的一个村庄里，红色娘子军在此成
立；71 年前，临高县高山岭脚下的三合院
中，解放海南岛琼西接应指挥部发出道道军
令，正式打响解放海南岛战役……
英雄烈士们栉风沐雨的奋斗征程，不仅
记载于革命历史档案中，也作为鲜活的案例
融入了海南大学的思政课堂。老师带领我们
课上回顾红色历史，讲述血雨腥风中共产党
人的故事；课下重走革命路线，赴渡海英雄
纪念碑、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等地，让
思政课堂既有理论的深度，更有实践的温度。
课堂之外，海南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开展的“三个 100”系列活动中，
老师用 100 个故事、100 张图片和 100 个微视
频，生动再现了党的伟大奋斗历程；“入党
日·忆初心”活动中，海南大学党员师生在
“政治生日”当天回忆自己入党时的心路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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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重温入党初心；
“回声嘹亮”专栏里，何
康、黄宗道、郑学勤等老一辈海大人对党忠
诚、为国奉献，执着于科研事业的动人事迹
感动着青年学子们；
“我和我的党支部”专栏
里，一个个鲜活的党支部故事映入眼帘……
通过这些革命资料和系列活动，我仿佛回到
了那个年代，仰望前辈们如何燃烧自己的红
色理想，用行动践行责任与担当。
海浪奔流，斗转星移。如今的海岛上红
色文化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力量。海口国家
高新区“红色基因教育馆”
党史馆海南革命事
件查询区，
波澜壮阔的党史画卷徐徐展开；定
安县母瑞山上，红色旅游、红色研学、红色教
育培训如火如荼；椰子寨战斗历史陈列馆内,
老党员将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娓娓道来；中
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旧址上，迎来了一
批又一批前来感受红色革命精神的游客……
这些丰富的革命资料，让越来越多的人有机
会触摸红色历史、
走近红色人物。
赓续红色精神，涵养使命初心。作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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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大学生，恰逢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历
史机遇期，
我们拥有着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
同时也肩负着助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使命
担当。在一代代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中，我
更加深刻地理解了
“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
有我”的坚守与奉献，更加坚定了“竭己功成
之力，
不求功成之誉”
的信念与追求。
重温红色历史，必当奋楫笃行。我们要
坚定理想信念，继承革命前辈们开拓进取的
勇气担当，汲取这片热土上薪火相传的红色
力量；我们要丰富自贸港建设所需的知识储
备，提升投身自贸港建设所需的能力素养，
用奋斗为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贡献自
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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