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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北、嘉陵江中
游，是四川省第二人口大市。朱德元帅、
罗瑞卿大将以及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均诞
生于此，曾经有5万多名英雄儿女参加红
军，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持续突出青少年群体，自觉讲
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
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
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在接受
中国教育报刊社“神州行”报道组采访
时，南充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体育
局党委书记、局长代俊说，革命先烈的英
勇事迹，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百师百课”
上好思政必修课

今年3月，一场特别的优质课展评活
动在南充建华中学举行。学校的政治、历
史、地理及语文学科教师，以“学党史、
感党恩”为主题，给学生们上了一堂堂精
彩纷呈的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课。

在课堂上，有的教师以历史事件为
切入，带大家回到那段峥嵘岁月；有的
教师以政治站位为高度，让学生们坚定

“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还有的教师
以诗歌为落脚点，带学生一起领略伟人
风采。

“这样的课堂既让同学们学到了知
识，也加深了他们对党的认识和理解，坚
定了跟党走的决心。”南充建华中学党支
部书记、校长杨朝晖说，建华中学作为有
优良革命传统的学校，注重在教授知识的
同时，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教会学生爱
党、爱国、爱家。

这样的校级优质课展评，只是南充市利
用课堂主渠道，上好思政必修课的一个缩
影。

今年年初，南充市印发《新时代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落实
清单，要求教体系统通过“以点带面”，
努力构建起“教师经常讲、学生轮流讲、
校长集会讲、党政干部每年讲、五老干部
进校讲”的思政课常态化机制。

以此为契机，南充市精心策划“百师
百课”党史学习教育特色活动，打造思政
精品课100节，以百名优秀思政课教师上
好百堂优质思政课为抓手，推动全市思政
课改革创新。目前，全市已遴选出10堂
党史学习教育精品课、10个党史学习教
育精品微视频以及10篇党史学习教育优
秀经验文章。

在做好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过
程中，南充市教育系统特别注重从青少年
抓起，准确把握青少年特点，贴近青少年
需求，结合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特点，在
学生中开展熟记“100句党史名言”、记诵

“100首党史诗歌”、讲述“100个党史故
事”活动，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的情感，引导学生听党话、跟党走，自觉
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紧紧围绕党
史学习教育主题，南充市已经有1000名
书记流动讲授“党旗引我成长”公开课
1100余场次。同时，以“每日一名言”

“每日一诗歌”“每日一故事”等活动，向
青少年讲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
的故事，以身边人讲身边事增强青少年认
同感。

“第二课堂”
在体验中讲好红色选修课

南充，红色资源丰富。20余万名英
勇的南充儿女奔赴抗战前线，红四方面军
曾经在这里转战数年，留下了众多革命遗
址、遗迹。

在这里，红色文化涤荡着人们的心

灵，铸就了南充人民的精神高地，薪火相
传、生生不息。近年来，南充深入挖掘红色
资源的精神内涵，擦亮红色文化这张名片，
打造多条红色精品旅游线路和红色教育研学
旅行基地，让广大游客和学生体验红色之
旅，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今年4月，四川省
中小学红色教育研学实践基地名单公布，全
省共111个，其中南充9个基地入选。

如何用好本土资源，做好红色教育？近
年来，南充市积极开辟党史学习教育“第二
课堂”，利用朱德纪念馆、罗瑞卿故居、张
思德纪念馆等南充本地红色资源，编写党史
教育《童蒙趣学》等校本教材；依托南充高
中、嘉陵一中、桑梓小学等32个红色教育
基地，分批组织师生开展党史现场教学；组
织少先队员、共青团员、中共党员参观“朱
德与中国共产党”等主题展览。

今年4月，南充市仪陇朱德红军小学总
校联合朱德故居管理局，在朱德诞生地开展
了一场主题研学体验活动。

活动当天，来自仪陇朱德红军小学总
校的200多名师生早早地集合在朱德诞生
地，认真聆听朱德故居管理局文物研究科
研究人员讲授专题课《贤母完人——朱德
母亲钟太夫人》，深刻感受钟太夫人的优秀
品格。

“我们把党史学习教育课堂搬进朱德同
志故居纪念馆，就是要守正创新做好红色教
育，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出更多有理想、有
信仰的奋斗者和栋梁之材。”仪陇朱德红军
小学总校校长袁仕国表示。

南充市注重青少年学生亲身体验，在
“第二课堂”中，积极推进“体验+实践”
模式，让学生在感受中学。截至目前，南充
市教体局联合市委宣传部、文广旅局创建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29个、青少年科普文创基
地10余个、红色研学实践基地9个。“追寻
红色记忆、感悟苦难壮烈”主题活动，累计
组织2万余名学生参加清明祭扫、义工义卖
等，激发了学生将革命精神升华为内在价值
追求和精神信念，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
代传承。

“嵌入式”网络课
让红色教育登上“云端”

今年9月27日早上，南充市蓬安县桑梓
小学全校师生在线上“集结”，举行了一场特
殊的升旗仪式。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以来，该校就利用网络班班通，在疫情防控
期间或特殊天气的时候，举行线上升旗仪式。

“我们把主题班课、队课搬上‘云端’，以
更多的形式和途径，激发孩子们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热情，让红色种子根植在他们
心中。”桑梓小学校长汪军介绍说，学校通过

“党建+主题教育”模式，以创建红色文化特
色校园为抓手，结合蓬安本土红色资源，建设
了党史展览室。同时，学校利用“桑梓影院”
班班通的优势，每月两次展播红色经典影片。

整个蓬安县80余所中小学校充分将党
史学习教育融入到课堂学习和生活中，利用

“班（团、队）会”时间开展主题活动；组织青少
年走出校门，深入铜鼓寨等战斗遗址及下河
街、“红军街”等地开展课外实践或红色研学，
促进全县青少年身临其境学党史。同时，该
县利用新媒体平台，向全县师生推送体现党
史学习教育要求的音乐、绘画、舞蹈、戏剧等
作品，开展“我想对党说”等线上视频录制活
动；以家乡发展变化为切入点，引导青少年牢
牢树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吃水不
忘挖井人”的爱国情怀。

在做好红色教育的过程中，南充市坚持
用好新媒体平台，利用多媒体的手段，打造
红色教育精品线上资源系统。截至目前，南
充市利用“学习强国”、智慧校园电子班牌
等平台，以学习“四史”为重点，整理、发
布党史学习资料和历史影像资料，通过听故
事、看影片、讲历史的方式，积极构建网络

“嵌入式”红色教育课堂。目前，已滚动播
放红色经典歌曲和专题视频100余件，发布
党史学习专题信息2000余条次，打造了红
色教育的线上资源库。

四川省南充市五星小
学校长王孜孜毕业于中
师，虽然没参加过高考，
没上过大学，但是她清
楚，自己是要做老师的。
学高为师，她的方法是学
习，能学什么就学什么，
语数外理化生、政史地音
体美，还有书法、舞蹈以
及教材教法，弹风琴、吹
笛子、拉二胡……一桩
桩、一茬茬、一件件，她
历历在目，念念不忘。走
上工作岗位，王孜孜把自
己在中师学到的技能应用
于教育教学，通过全科教
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近年来，每当谈到课
程改革，小学全科课程无
疑是一个避不开的热词，
全科课程已在教育热土上
悄然萌动。教育大环境的
改变，螺旋式跃升的教学
导向，学生综合能力的全
面发展，引导着学校教学
方向的转变。作为西华师
范大学全科教师培养基地
校，为满足学生学习需求
的多样化，五星小学也在
引进校外课程进行校本化
改造等方面做了一些探
索，让其与学校课程、学
生学习相得益彰。作为学
校的领头人，王孜孜率先
穿梭于各个学科，试图探
索全科教学新样态，打造
课程设置新格局。她频繁
走入各科课堂，参与学科
教研，和教师们思考怎样打通学科界限，摒弃学段
问题，完成学科内容的删减、重组、整合，并在主
题式课程教学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诗言志，律和声。当王孜孜刚刚踏上三尺讲台
时，内心时常萌生出不少新奇的想法。《长相思》
《清平乐·村居》《满江红》等一首首经典诗词被她
改编成合唱，在歌声悠扬中，她和孩子们一起看遍
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爱国诗人的喜怒哀愁；歌曲
也被搬进了《长城》一课的学习中，连绵万里，雄
伟壮观的长城占据了孩子们的心房。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语文是塑造
人格最全面的学科，在音乐相伴的语文课堂上，五
星小学的孩子们饱览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晨诵暮
咏，王孜孜教他们字正腔圆，教他们横平竖直，教
他们堂堂正正，教他们踏踏实实。音乐旋律陶冶了
学生，语言文字润育了学生，成为学生心灵深处永
不磨灭的文化印记。

离开语文教师的岗位，王孜孜成为了一名音乐
老师。音乐是思维的声音，不需要文字，只要声音
构成的旋律，就能激情澎湃，荡气回肠。有时，那
直抵灵魂的语言总能抚平心底的痛楚，把爱洒向心
房……

王孜孜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极不平凡的教师
节，还没来得及从繁忙的工作状态切换到节日的欢欣
喜悦，突发的疾病令她痛得狼狈不堪。昏暗的手术
室，冰冷的病床，几度昏厥的王孜孜的眼中失去了往
日的光芒。突然，一阵悦耳的童声闯入她的耳中，娓
娓道来的歌词唱着担心，唱着祝福，唱着鼓励与坚
强。她回忆道，当孩子们走进病房，仿佛将她的整个
世界照亮。就这样，音乐课上学生们对歌词有了更多
想象，创作歌词也成了课外作业的日常。沉浸在音乐
艺术里，王孜孜更加明确了前行的方向。

如今，王孜孜成为了五星小学的校长，当年跨
学科的工作体验成为她和教师们沟通的最好桥梁，
因为“我理解语文等科目教师的含辛茹苦，也懂得
音乐等科目教师的价值追求。”
王孜孜说。

一切仿佛有了当年中师教育
的影子。那时的“师范”与今日
的“全科”，在同源的历史脉络
里遥相呼应，正如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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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本报记者 倪秀 《中国高等教育》杂志记者 黄蔚 通讯员 张建辉 侯静

■新青年说

编者按：四川南充，朱德元帅、罗瑞卿大将以及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均诞生于此，曾经有5万多名英雄儿女参加红
军，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南充充分利用学校红色教育主阵地，为青少年
成长打好底色。

“没有国，哪有家？只有国家富强，才
有家庭和个人的幸福！”电子科技大学刘盛
纲院士的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
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的太赫兹研
究从“一张白纸”一跃成为世界领先。这
位现年88岁、党龄67年的老院士的家国情
怀，令我无比敬仰。

我们学校有一个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
“成电故事”讲师团，在入学教育中，这些
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告诉我们，作为新中
国建立的第一所无线电大学，电子科大从
诞生之日起，身体上就流淌着红色的血
液，细胞中就蕴藏着红色的基因。今年学
校举行“党在成电”红色印记主题档案
展，通过数百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我看见
了老一辈电子科大人红心向党、艰苦创
业，支持国家建设发展的故事。在他们身
上，我读懂了电子科大人科技报国的初

心，那就是要为国家作出不可替代的贡
献，尤其要在电子信息领域为国家撑起一
片天。

“卡脖子”是当下的热词，也是我们关
注的焦点。每次下晚自习，我都会看到许
多实验室里，电子科大人还在挑灯夜战，
冲锋在科技创新前线，为解决缺芯少屏等

“卡脖子”技术难题攻坚克难。这给新时代
的青年学子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也为
我们接续奋斗树立了榜样、坚定了信心。
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我们要立大志、明大
德、成大才、担大任，进一步坚定理想信
念，学好专业知识，为今后建设科技强国
贡献力量，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
的时代新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强盛、要
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
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更应为解决“卡脖子”技
术难题，为实现从“0”到“1”的原始创新，为
推动实现我国科技事业从“跟跑”到“并跑”
再到“领跑”的转变贡献自己的智慧。

百年前，青年力量开启了民族崭新征
程；百年间，青春接力铸就了党的百年辉
煌。新起点，民族复兴伟业呼唤青春担
当。我们的词典中没有“屈服”、没有“躺
平”，我们不做空谈的“愤青”，而要撸起
袖子做实干苦干的“奋青”。我想，这就是
我们“强国一代”的责任和担当，就是我
们最美的青春誓言！

（作者系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

以真才实学报效祖国
王旭

四川省南充市仪
陇县离堆小学校朗诵
社团学生在四川省
2021年中华经典诵写
讲演系列活动现场展
演。 陈燕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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