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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枪短枪麻拐枪，跟着哥哥上南
梁 ⋯⋯” 近 日 ， 甘 肃 省 庆 阳 市 华 池 县
第 一 中 学 的 师 生 走 进 南 梁 革 命 纪 念
馆，讲解员口中的几句歌谣顿时让那
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变得生动起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
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南梁
为中心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长期
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军
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面向群众、坚
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主要内
容的南梁精神，构筑了庆阳丰厚的红色文
化底蕴。

作为甘肃的革命老区，如何传承发扬
南梁精神？近年来，庆阳依托丰富的红色
资源，创建红色教育基地，开发红色教育
课程，大力培养红色队伍，深入实施红色
育人工程。如今，南梁精神正以它巨大的
凝聚力和感召力，成为革命老区广大师生
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力量之源。

突出南梁精神
建设红色教育阵地

前不久，甘肃省庆阳特殊教育学校以
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全体党员教师赴南
梁革命纪念馆、抗大七分校旧址、列宁小
学等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开展“弘扬南梁
精神·赓续红色基因”研学活动。

研学中，教师们通过“重走红军路——
再现历史瞬间——讲述革命故事——重温
入党誓词——分享心得体会——传承南梁
精神”等系列环节，接受革命精神的洗
礼。“研学活动不仅引导教师爱岗敬业，
达到了党史引领铸师魂的目的，而且全校
师生进一步明确了开展研学的意义和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增强了工作和学习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该校校长杨东说。

实际上，在庆阳，弘扬南梁精神的主
题活动每天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作为
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庆阳有240多处革

命遗迹。陈列在庆阳大地上的红色遗产和传
颂在庆阳人民中间的英雄故事，是弘扬南梁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鲜活教材。”庆阳市
教育局局长石环周说。

为此，庆阳以华池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
府旧址、环县山城堡战役遗址、庆城县陕甘
宁边区陇东分区纪念馆和宁县王孝锡烈士纪
念馆等宝贵的红色资源为依托，建立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和青少年研学旅
行基地等 90 多个，其中红色教育基地 32
处，每年接待和培训学生超过30万人次。

同时，各校把南梁精神作为学校文化建
设的主题，通过建设校史馆、校园景观，充
分利用宣传栏、黑板报、校报校刊开展红色
主题宣传，营造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庆阳
五中在校园里建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魂园，巨幅剪纸以红日高照荔园堡、赤胆播
火王孝锡、会师献礼山城堡为主要内容，生
动展现了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和陇东革命峥
嵘岁月，成为广大师生接受精神洗礼不可或
缺的教育场地。

走进华池县南梁镇荔园堡村，一所具有
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坐落在山清水秀的葫芦
河畔，仅与南梁革命纪念馆相距一公里，南
北相映。这就是陕甘边第一所红色学校——
列宁小学旧址所在地，红色的种子便从这里
播撒开来。如今，硝烟远去，这里成为了人
们追寻红色记忆、缅怀革命先烈、感悟革命
精神的首选之地。

而在相隔不远处崭新的列宁学校，红色
遗址、英雄雕像、校史展馆⋯⋯校园内处处
都是红色印记。近年来，该校秉承“传承南
梁精神、打造红色教育品牌”办学目标，以

“红史”教育为主线，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
心，以校园文化和特色活动为载体，让每一
名学生都是红色基因传承人，闪闪红星照耀
着南梁。

深度挖掘资源
丰富红色教育课程

环县习仲勋红军小学的前身为曲子中心

小学，始建于 1936 年，是习仲勋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共曲环工委工作期间创
办的第一所小学。2011 年 4 月，全国红军
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为学校揭牌授旗，正式
更名为环县习仲勋红军小学。

红色教育是环县习仲勋红军小学最鲜明
的特色。在全力打造红色校园的基础上，该
校成立了红色教育校本课程编写组，不断开
发的 《红魂绿韵》《诗意童年》 等系列教
材，成为了学校办学品质提升的最大亮点。

如今，在环县习仲勋红军小学，读红色
书籍、唱红色歌曲，是孩子们每天的必修
课；红色故事会、红色少年评选、红色文化
艺术节等活动成为了学校每学期的“规定动
作”。为丰富红色教育内涵，学校先后组织
编排以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为主旋律的大
课间舞，成立小红军广播站等 20 多个社团
和兴趣小组，不断强化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感。

红色教育课程在师生当中颇受欢迎，这
与庆阳坚持把红色教育纳入德育课程规划密
不可分。为将红色教育不断完善和传承，庆
阳市教育局对红色教育课程目标、课时、内
容、要求都作了明确规定，做到每所学校红
色教育有目标、有计划、有课时、有考核，
红色教育课程实现各学段全覆盖。

与此同时，全市把培养一支具有红色特
质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作为红色基因传承行动
的重要举措，把南梁精神纳入教师培训计
划，定期举办“从南湖驶来·在南梁兴起”
红色诗歌朗诵会和红歌传唱等活动，让全体
教师践行、弘扬南梁精神，立足本职岗位，
潜心教书育人。

丰富活动载体
增强红色教育吸引力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庆阳市推动教
育系统党史学习教育全覆盖。同时，各校结
合实际，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
时代好少年”“童心向党”等主题系列活

动，帮助青少年从小树立家国情怀，传承践
行先辈奋斗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发挥活动育人作用，是红色教育最有
效的途径。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们坚持就
地就近原则，把红色资源作为党史学习教育
的‘第二课堂’，把旧址遗迹变成党史‘教
室’，把文物资料变成党史‘教材’，把英烈
模范变成党史‘教师’。”石环周告诉记者，
全市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通过研学旅行、
主题党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党员
干部、教师和学生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把红色基因渗入血脉、融入灵魂、化
为行动，推动校风、教风、学风持续好转。

同时，庆阳在中小学中广泛开展“红色
教育进校园”活动，邀请知革命、懂革命、
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红军、老党员到学校作
报告，讲红色故事。目前，全市红色专题报
告会达到700多场次；积极开展经典红歌大
传唱活动，《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
产》 等一首首红色歌曲久唱不衰；开展当一
天红军、穿红军装、经历红色革命情景、重
走红军路等社会实践活动，使广大中小学生
触摸荡气回肠的革命历史，从中受到革命教
育。

“前几天，学校组织我们参观了南梁革
命纪念馆。在这里，我看到了先辈们曾经生
活和奋斗的地方，深深地被革命先烈们勇往
直前、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所感
动和震撼。我将怀着无限的崇敬与感激继承
先辈遗志，努力学习、奋发图强。”庆阳一
中高二 （1） 班学生郑治昊说。

不仅如此，各地各校还将红色文化融入
校报校刊、校园景观、文化走廊等校园文
化，增强了红色教育的吸引力，让学生在潜
移默化中浸染红色基因，实现了知识学习、
能力培育与价值观培育的有机统一。

“南梁精神是庆阳人民宝贵的精神财
富，把南梁精神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是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必然要求。”石环周表
示，要依托革命老区丰富的红色资源优势，
深入开展红色基因传承行动，用红色筑牢立
德树人之魂，让南梁精神生生不息，流淌在
这片西北高原的红色热土上。

“习仲勋爷爷是环县第
一任县委书记。他对革命同
志和群众十分关心，经常嘘
寒问暖，帮他们解决困难，
和村里的群众相处得十分融
洽⋯⋯”站在校园里的“红
色故事墙”前，甘肃省庆阳
市环县习仲勋红军小学六年
级 （3） 班学生牛若琳声情
并茂地讲述着习仲勋在环县
艰难而光辉的革命历程。

1936 年 6 月，红军西
征解放环县。习仲勋任中共
曲环工委书记后，立即领导
开展创建新苏区的工作。作
为环县习仲勋红军小学前身
的曲子中心小学，正是习仲
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环县创办的第一所小学。
2011 年 4 月，全国红军小
学建设工程理事会为学校揭
牌授旗，自此，有了今天的
环县习仲勋红军小学。

“环县是有着辉煌历史
和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在
这片遍洒烈士鲜血的红色土
地上，学校自建校以来便致
力于传承红色文化，弘扬红
军精神。”环县习仲勋红军
小学校长徐天堂说。

为了让学生们进一步感
受红军革命精神，学校在 2011 年成立了小小解说
团，成员大多为三至五年级的学生，如今已经发展
到 30 人的规模。每周五下午的兴趣活动课，是小小
解说员们的训练时间。从练词背词到“上台”讲
解，11个板块的图画故事大概需要20分钟完成，而
这 20 分钟的解说词，需要成员们用整整一学期来深
入理解和实践练习。

“上百次的解说，把曾经胆小怕事的我锻炼得既
勇敢又大方。”作为在团五年的“老成员”，牛若琳
收获满满，“通过一次次解说，让我知道了红军不怕
苦不怕累的精神，也时刻提醒着我要刻苦学习，长
大以后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除了东西两面的红色文化墙，学校还打造了习
仲勋环县革命斗争史展室。200多幅历史图片、大量
文史资料、随着手势翻动的投影书⋯⋯生动地再现
了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一个个悲壮而感人至深的革命
故事。

李静怡是三年级的语文老师，从去年开始担任
习仲勋环县革命斗争史展的讲解员。一年来，她已
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在师生面前将习仲勋随军西征解
放环县、带领环县人民群众翻身当家作主的故事娓
娓道来。

听完习仲勋在环县的故事后，三年级 （1） 班学
生李云喆感到十分振奋：“我很崇拜他，我也想像习
仲勋爷爷一样，传承他的精神，做一个对祖国有用
的人。”

“我是一名班主任，很荣幸成为习仲勋环县革命
斗争史展的解说员。”谈到自己的解说经历，李静怡
感触颇深，“讲解让我进一步了解了学校的红色文化
历史，希望在这片红色沃土上，能学到更多的红色
育人理念，带给学生们更多的红色文化知识。”

“走进红色历史·了解党史国情”“阅读红色书
籍·提升精神素养”“观看红色影视·重温峥嵘岁
月”“学习英雄模范·争做红色少年”⋯⋯红色主题
活动在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强化了学
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可爱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历史画典》《重读抗
战家书》《毛主席为青少年选的阅读诗词》 ⋯⋯新投
入使用的“南开书屋”里，各类红色书籍琳琅满
目，学生们在宽敞明亮的学习空间里一页页“翻
开”祖国走过的峥嵘岁月，更能感受到革命成果的
来之不易。

五年级 （5） 班学生杨佳乐在每次的主题活动课
前都兴奋不已，“通过平时的学习和活动，我了解了
许多红色知识。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也要继续传
承红军精神，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红色环境熏陶、红色活动锻
造、红色课程承载、红色交流补
充，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红色
教育。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教育
目标——用红色文化点亮信念明
灯 ， 让 每 一 朵 生 命 之 花 多 彩 绽
放。”徐天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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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赓续红色基因 培育时代新人
本报记者 尹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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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拉手关爱留守儿童，心连心呵护祖国
未来。近年来，甘肃省陇东学院开展了留守
儿童“好伙伴·共成长”关爱行动，为留守
儿童营造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让他们用
灿烂的笑脸面对生活和学习，自强不息。作
为一名“接力者”，在老师的带领下，我参
与了这项光荣且有意义的行动。当我真正接
触到那些孩子的时候，我的内心五味杂陈，
一些孩子脸上的忧伤、陌生让我感到了无比
沉重的责任。

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利用网络平台，
通过“键对键”与学生“心连心”，与结对
留守儿童开展了关爱帮扶活动。我们围绕卫
生防疫、爱国教育、经典诵读、习惯养成、
体育锻炼、艺术欣赏等内容，以不同的形
式，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长，给 719 名留守
儿童送去温暖和帮助，在疫情防控时期传递

着真情。
我们平时是通过微信和电话和学生们

交流。作为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我们
从生活上、学习上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关
爱，时刻关注他们的思想变化，及时沟
通。对于这些留守儿童来说，由于父母长
期不在身边，缺少倾诉对象，精神上的空
虚使一些孩子的性格变得内向、自卑。发
动社会的力量，对他们给予经济、心理等
方面的帮助，可以让他们幼小的内心感知
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

今后，我会努力做孩子们思想道路上的
引路人，做孩子们学习道路上的引导者，多
与他们进行谈心交流，让他们知道即使父母
不在身边，还是有很多人在关心着他们。我
们用关爱、亲情为留守儿童营造温馨的家园

氛围，让他们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日子里也能
健康快乐地成长，并让每一个留守儿童不再
孤单、不再无助，不管他们在哪儿，同样都
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要把个人的命
运同社会、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树立
远大志向，勇担社会责任，更多地传递关爱
与温暖，学会以爱心、耐心、同理心来感恩
父母、服务家乡、回馈社会。

（作者系陇东学院机械工程学院2020级
学生）

树立远大志向 勇担社会责任
王明明

甘肃省庆阳市列
宁小学开展向党献礼
活动。 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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