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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思政教育
与党建工作是发挥育人功能的两大重要支
点，思政教育是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载体和
渠道，党建工作为思政教育的前行指明了方
向。

近年来，吉林市将党建与思政教育深度
融合，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推进大中小学
党建工作，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党建引领 润物无声
锚定思政育人大方向

刚一上班，坐落在吉林市的北华大学林
学院教师刘庆忠就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面记载着学生4年的整体规划。他通过分析
学生目前的就业状况、生活情况，圈定了几
个稍有懈怠的学生，计划与他们进行一次谈
心谈话。

作为学生的党员联系人，刘庆忠说：
“学生学业上的压力、生活上的不适应，都
会对学生心理造成影响，处理不好就容易影
响学生发展。作为一名党员，我有义务也有
责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帮助学生化解难
题，让他们健康快乐地度过大学生活。”

党员联系学生，是北华大学的创新举措，
旨在发挥党员教师在学生培养过程中的指导
作用，以党建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理清
学生思想困惑，助力学生健康成长，把学生培
养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截至目前，北华大学已有3000余人次的
党员教师，走进学生班级、走到学生身边，为
学生排忧解难，引领学生健康发展。刘庆忠
是党员联系学生制度中的首批上岗教师，经
过他的努力，他联系的班级考研升学率达到
了48.15%，就业率达到了100%。

不只是在大学，吉林市的中小学也普遍
建立了党员义务辅导站，设置党员义务调研
员、宣传员、调解员，时刻关注学生动向，为学
生排忧解难。

在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丁
子涵谈起党员教师王洪燕对自己的帮助，显

得十分感激：“我有一段时间不想学习，只想
玩，但是王老师给我讲了战争年代小朋友的
上学故事，我觉得自己拥有的上学机会来之
不易，我应该珍惜这样的机会，时刻铭记党
恩，努力学习，成为全面发展的好孩子。”

“教育是党之大计、国之大计，教师是教
育的基础。”吉林市教育局副局长邵敏说。吉
林市的大中小学校以党建引领教师队伍建
设，让广大教师坚定理想信念，树立科学信
仰，把坚定信仰转化为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
教学实践，让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中
有获得感、幸福感。

吉林市不仅派教师参加各级各类培训活
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生读本》等理论书籍，还开展了大中
小学思政骨干教师社会实践研修、市大中小
学思政课集体备课等活动，旨在提升思政教
师的党性修养，为上好思政课奠定基础。

“通过多次集中学习，我对党的理解更加
深刻，也更加明确思政课的教育方向，不管是
教学内容，还是教学策略，都有了非常大的改
进。”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教师王洪燕说。

思政铸魂 春风化雨
汲取党的坚定力量

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
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
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如何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亲和
力和针对性，是广大思政课教师面临的重大
课题。

北华大学创新党性教育方式，让学生通
过“三下乡”、家教帮扶等各类志愿活动深
入基层，以墙体彩绘、文化宣讲等活动推动
精神文明建设，并开展“青马网苑”和“网
上团校”等在线学习活动，让学生深入学习

“四史”⋯⋯
这些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让思政课上

到了学生心坎里。“通过系列主题活动，我
更坚定了党性意识，增强了明辨是非、坚持
真理、修正谬误的能力。”北华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学生王晓龙说，“作为北华人，我们
将赓续红色血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
就鼓舞斗志，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
定信念，继往开来、开拓进取，走好新时代
的每一步。”

在吉林市，党建引领、思政育人工作不
断向中小学延伸。作为一所高中，吉林毓文
中学在 1989 年就创建了青年党校，把党员
培养端口前移，已培养出 2000 多名入党积
极分子。对已经升入大学的预备党员，学校
还会跟踪了解他们在大学的政治态度和学习
情况。

在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初中都设有团
校，组织入团学生开展理论学习、红色教育
和研学活动；小学则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方
式，分享党的故事、学唱革命歌曲、参观红
色展览，让学生真正了解党的光辉历程，增
强学生对党的信念，为党培养后备人才。

今年，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通过网络，
面向学生、家长开展学党史、队史100问活
动，并结合学生最关心的100个问题，以微
视频讲解的方式，推出100期“学得懂的党
史课程”，让学生从党史中汲取成长的力量。

此外，吉林市对学生的爱党、向党教育
并不仅仅拘泥于校园内的活动，中小学校带
领学生走出校园，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参
与、去学习、去感受党的光荣历史。例如，
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依托“大手拉小手”活
动，高年级学生带领低年级学生一起走进吉
林市的各个博物馆和红色遗址，并为低年级
学生讲解党史，用童真话语传递党的精神与
信念。

赓续血脉 阔步前行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红色文化是思政教育最亮丽的底色。弘
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吉林市积极营
造“心向党、跟党走”的红色文化氛围，让
思政和党建在红色教育中深度融合。

从组织教师党支部去“吉林市震宇康复
护理院”开展访谈，到坚持每天利用晚自习
时间开展“追寻红色记忆、践行青春使命”
四史教育专题演讲活动，再到各党支部书记
认真开展“党课开讲了”专题活动，传承红
色文化⋯⋯北华大学始终坚持以主题党日活
动为载体，将红色教育植入大学生的思政教
育体系，以红色文化育人、以红色精神鼓舞
人。

在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的礼堂里，红色
歌曲旋律悠扬，学生们在极具感染力的歌舞
声中，感受着祖国的曾经和现在，畅想着未
来；在班级图书角，学生们在“红色书籍专
区”翻阅着党史故事，一颗颗红色的爱党之
心，就在学生们的心间慢慢生根发芽；校雏
鹰广播站传来播报“读抗战家书”的声音，
深受学生们喜爱，也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学生
的爱国主义情怀。

红色教育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有效
途径。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教师关海英说：

“通过讲红色故事、唱红歌、看红色电影等
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逐渐将家国情怀、爱
党向党的思想根植于学生内心，让学生边成
长、边感悟、边沉淀，最后形成一种认知和
信念，将来成为优秀的党的后备军。”

此外，吉林市利用有地方特色的红色资
源，丰富红色教育的表现形式，让红色教育
发挥更大实效。

北华大学从校史入手，组织全体本科学
生开展“忆英烈·承先志”校史人物学习活
动，通过学习校友宋铁岩、曹国安等抗日烈
士的英雄事迹，让学生们了解革命先烈在斗
争中的英勇无畏和无私奉献精神。

吉林毓文中学是一所有着红色革命传统
的学校。吉林省第一位共产党员马骏，共产
党早期革命家尚钺、郭沫若、楚图南等同志都
曾在学校任教。立足于特色红色资源，毓文
中学将红色精神扎根于校园，重修百年校史
馆，同时创立校史讲解社团。在每年高一学
生入学时，对应的高年级班级会派出校史讲
解员，带领新生了解百年校史，传承红色精
神。

毓文中学高二学生王一淇说：“通过校
史学习，我对毓文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更加
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我们应该沿着革命前
辈的足迹，在这片土地上创造更好的成绩。”

在松水之滨，船厂之
津，有这样一所百年学
校。它与中华民族同历荣
辱，与中国共产党共历沧
桑，在与国家教育事业发
展的同频共振中一次次铸
就辉煌。它就是吉林毓文
中学。

1924 年，吉林省第
一位共产党员、“五四运
动”时期京津地区著名的
爱国学生运动领袖、觉悟
社的创始人之一马骏同志
来到吉林毓文中学任教。
他以学校为基地，开展革
命活动，使吉林毓文中学
成为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重要阵地和反帝反封建
斗争的中心之一。

1925 年 6 月 初 ， 马
骏等人以“吉林爱国六人
团”名义发表宣言，组织
1 万余人为“五卅运动”
死难同胞举行了隆重的追
悼大会，揭开了吉林省革
命历史的新篇章，对我党
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反
帝爱国运动起到了不可磨
灭的推动作用。

作为一所有着百年红
色基因的学校，吉林毓文
中学建校之初就秉承“救
国救民、泽乡济世”的精
神，始终把党和国家的需
要作为办学方向，为国家
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栋梁之
材。

百年风云激荡，红色
精神薪火相传。为更好地
传承毓文百年红色基因，
弘扬马骏烈士爱国救国的
崇高精神，吉林毓文中学
设置了“马骏班”，以红
色文化引领教育教学，让
学生不断从党史先烈中汲
取丰富滋养，以培养具有
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的卓
越人才。

午后的教室里，传来悠扬的读书声，学生们
正在朗读艾青的 《我爱这土地》，他们年轻稚嫩
的脸上洋溢着对祖国的热忱。毓文中学成立伊
始，每周六午后各年级都设有一节“修身课”，
目的是讲解“爱国立身之要义”，也就是对学生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这一传统一
直延续至今，成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课
堂。

吉林毓文中学还将红色精神扎根于校园，重
修百年校史馆，在每年高一学生入学的时候，由
对应班级派出校史讲解员，帮助新生了解红色精
神的内涵。校史馆不仅对学生开放，也对市民免
费开放，意在让红色精神感染更多人。

高一马骏班学生李香霖回忆起自己参观校
史馆的感受，依然记忆犹新：“在接受校史教育
后，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作为高中生，应学习
革命先辈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怕辛苦，
砥砺前行。我们要努力学习，用实际行动为学
校、国家增添光彩。”

“松水之滨，船厂之津。烛光映卷，群贤曜
星云。敦品修学，达材成德，钟灵毓秀，郁郁
乎 文 。 ⋯⋯ 志 为 中 华 高 飞 举 ， 楩 楠 继 起 写 乾
坤。”校歌悠扬，伴随着吉林毓文中学从昨天走
向明天。

吉林毓文中学校长姜国富谈起学校今后发展
时说：“今天的毓文，继承着百年红色基因，正在
高瞻阔步，矫捷前行。未来的毓文，更要将红色
基因深植学子心间，努力培养一代又一代立志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优秀人才，为
祖国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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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张赟芳

吉林市：砥砺奋进育新人
见习记者 张赟芳 本报记者 张东

■新青年说

编者按：党建引领、润物无声，近年来，吉林市将党建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创新学校党建形式、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引领全市大中小学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百年前，13 名年轻人在上海召开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辟了中
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崭新时代；95 年前，5
位青年党员在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成立
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长春支部，
揭开了吉林省革命斗争历史的崭新篇章；
一百年来，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一百年
来，吉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地
换天。

长白山上雪皑皑，黑土地里稻花开。
吉林，是一片沃土，地处我国东北地区中
部，拥有巍峨灵秀的长白山和广袤肥沃的
松辽平原，白山松水黑土地孕育出丰富物
产，勤劳淳朴的人们在这里扎根。吉林更
是一片热土，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吉
林人民抵御外辱、顽强奋斗，改革创新的
光辉历程蕴含着宝贵的精神财富。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2015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考察时指出：“这个
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
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

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抗日战争时期，以杨靖宇将军为首的

抗日联军在冰天雪地里浴血奋战，保家卫
国，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带领吉
林人民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作为东北解放战争的主战
场，吉林人民在党的带领下扩大人民武
装，开展敌后游击，推翻了“三座大山”
的压迫，解放全境，迎来了当家做主的时
代；新中国成立后，吉林省响应国家号召
积极参加抗美援朝，推行三大改造、汽车
制造、工业化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
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振兴东
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提出后，吉林省迎来加
快发展的机遇。

进入新时代，吉林省迎来了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宝贵机遇，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战略支撑，人才的培养是重中之重，吉
林省把实施好人才战略、加大人才培育、
做好人才工作作为振兴之本。国势之强由
于人，人才之成出于学。教育担负着“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作为教育事
业的后备力量，新时代的师范生要努力把
自己培养成新时代的“四有好老师”。

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作为教育
事业的接班人、吉林省师范专业的一名学
生，我要赓续红色血脉，传承“抗联精
神”，厚植教育情怀，弘扬“黄大年精神”

“郑德荣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把家国情
怀融入教育事业，将红色精神融入教育教
学，让红色基因渗入青年一代的血液，把
信仰的种子播撒在学生的心田，在这片大
有可为的广袤热土上奋斗耕耘，让青春奋
斗在白山松水间。

（作者系长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20级本科生）

让青春奋斗在白山松水间
张鑫琪

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在
“爱家乡 感党恩 颂冰雪”活
动中表演歌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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