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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传英模精神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孔繁森精神育人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作为孔繁森同志故乡的一所高职
院校，聊城职业技术学院以筑信仰根
基、传英模精神为己任，坚持党建引
领，立足地域优势，深入挖掘孔繁森
精神内涵价值，构建与实施了孔繁森
精神育人体系，发展完善了思政育人
目标和课程体系，建立了红色文化育
人“三建四进双提升”模式，创新了
“校馆合作”思政育人模式和红色文化
传播机制。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取得
显著成效，成为高职院校利用地方红
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示范。

研究缘起 ：挖掘孔繁森
精神育人资源，促进孔繁森
精神的赓续传承
（一） 孔繁森的人格魅力
英雄模范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
的精神可追可及。聊城市作为革命老
区，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在这片革
命前辈用热血滋养的土地上，涌现出
孔繁森等英模人物，
“赤诚、担当、大
爱、无我”的孔繁森精神激励着无数
鲁西儿女。
（二） 孔繁森的成长经历
生活成长在聊城、拥有职业院校
学习经历的孔繁森，有着与高职院校
学生天然的亲和力；孔繁森事迹中体
现出的扎根基层、吃苦耐劳、爱岗敬
业的道德品质与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
目标相吻合，能够有效引导学生自觉
将个人理想与祖国需要相结合，像孔
繁森那样到党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奋
斗和奉献，对于解决高职院校学生信
念不强、目标不明、学习动力不足等
问题具有积极作用。
（三） 高职院校的使命担当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地处孔繁森同
志故乡，秉承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
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用孔繁森精神树德育人，促进孔繁森
精神的赓续传承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
任。

学院党委以孔繁森入选 100 位新
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为契机，
成立孔繁森精神育人专班，对孔繁森
精神等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持续性
挖掘收集、整理研究、推广普及，促
进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探索
解决孔繁森精神资源挖掘不系统、融
入立德树人路径不清晰、走向社会弘
扬不深入等问题，并在多年的实践探
索中，提出了“繁森精神树德、英模
文化励志、工匠精神砺行”的思政育
人理念，确立了“爱党爱国、扎根人
民、勇于担当、奋斗创新”的思政育
人目标。

精准布局 ：基于“三建四
进双提升”模式，创新孔繁森
精神育人体系
（一） 凝聚校馆协同育人力量，构
建“三建”联动机制
成立“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
基因”领导小组，发挥学校副院长兼
任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优势，协同
红色场馆，建立了孔繁森精神与红色
文化研究院，统筹推进孔繁森精神的
挖掘与传承工作；组建由校外专家、
校内骨干、场馆馆员组成的育人队
伍，通过专家报告、访学进修、场馆
体验、孔繁森精神说课比赛，将孔繁
森精神融入教师职业成长全过程；系
统整理孔繁森精神的生平事迹、影音
资料，与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孔繁森
同志故居、党性教育基地等共建孔繁
森精神实践育人基地，建成孔繁森精
神“口述史料+教学案例库+体验基
地”的多样化教学资源，孔繁森精神
育人资源丰富。
（二） 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创新
“四进”育人路径
以孔繁森的“政治方向、道德品
质、价值追求、职业素质”为主体，
构建适切高职生特点、彰显地域特色
的孔繁森精神育人内容体系，将其融

居旧址、纪念场馆现场讲，学习强国
平台线上讲，让孔繁森精神“人人皆
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组建“繁
森班级”和黄河大合唱艺术团，师生
共唱 《公仆赞》，编演红色剧目 《你就
是山——追寻孔繁森足迹》，并在学习
强国平台推介；面向党员干部、社区
群众、高职学生和中小学生四个群体
分别开发孔繁森精神精品党、团课，
并赴社区、中小学开展精品党、团课
送讲活动，受到社区居民和学生欢
迎；参与国家实训基地举办的中学生
培训，将孔繁森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
相结合，在学生心中埋下红色的种
子，让红色基因在学生心中落地生根。

孔繁森精神与红色文化研究院揭牌仪式暨研讨会

辐射影响 ：统筹学生、教

师与社会，实现孔繁森精神
育人全覆盖
入立德树人全过程。孔繁森精神进培
养方案，出台孔繁森精神育人工作指
导意见，明确把孔繁森精神教育纳入
学校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统一开设
“新时代召唤—孔繁森精神”等 4 门专
题课；充分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
育资源，通过分析专业特点、职业活
动特征及岗位工作素养要求，将孔繁
森精神融入思政课程、专业课程，培
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和专业素质，形成
孔繁森精神育人“专题课+浸润课+体
验课”课程体系。孔繁森精神进党团
建 设 ， 以 主 题 教 育 活 动 、“ 三 会 一
课”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主题团课等
党团组织生活内容为基础，实施“师
生对话、党团联建”孔繁森精神学习
教育。学校将每年 4 月定为“学习孔
繁森精神月”
，以争创“繁森式党员先
锋岗”
“繁森式优秀团员、团干、团支
部”为载体，开展“学繁森、创先
进、践行动”主题创建活动。以社团
联合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等青年群团
组织为纽带，打造“学习·践行·传
承”孔繁森精神特色品牌。孔繁森精
神进育人环境，建设校内“一馆一路

一库”等育人平台，布展系列道旗等
校园景观，设立繁森微课、繁森剧目
等网站专栏，形成“物质+人文+网
络”的育人环境。孔繁森精神进考核
体系，把宣传、研究、践行孔繁森精
神作为学生综合评价、评优评模及教
师业绩考核、职务职称晋升的重要指
标。
（三） 统筹社会实践与培训宣讲，
实现孔繁森精神育人、推广“双提升”
依托孔繁森精神与红色文化研究
院，建立校内外专家组成的高水平宣
讲团队，针对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党
员干部宣讲孔繁森精神；依托聊城市
职教集团、全国馆校合作联盟，举办
全国孔繁森精神研讨会，参与全国馆
校联盟交流会，面向全国高校师生宣
讲孔繁森精神；面向全校，选拔教
师、学生在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兼职讲
解；以师生为主体组建“繁星公益实
践队”“匠心筑梦实践队”，结合“聊
职 学子 看 家乡·青春建 功 新时代”、
“三下乡”社会实践、我为群众办实事
“三遍访”活动送宣讲下乡，用百姓听
得懂的语言讲述孔繁森精神；采取故

（一） 育人成效显著，学生担当意
识增强
6 年来，学校培养优秀高职毕业
生近 3 万人，县域以下就业者占
65%。递交入党申请书人数比例年均
增加 10%，依托“黄河大合唱”等 20
个红色社团，打造“文艺轻骑兵”优
秀品牌项目，赴江苏淮安、山东青岛
等 20 多个城市参加合唱表演；“小叶
子”礼仪志愿队亮相进博会、博鳌论
坛，展示孔繁森故里青年的时代风
采；通过孔繁森精神育人实践，增强
了学生的爱党爱国情怀，培养出勇赴
武汉战疫一线的优秀毕业生崔铭、安
桂元，
“全国优秀西部计划志愿者”孙
耀晋，“全国优秀共青团员”杜光耀；
1.4 万名学生利用假期深入到乡村和社
区开展社会实践，到祖国需要的地方
建功立业的氛围已蔚然成风。获评全
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优秀团队，
“文艺轻骑兵”项目获评
全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活动品牌项目，学生团支部获评全国
高校“活力团支部”
。

（二） 教学成果丰硕，教师育人能
力增强
教 师 撰 写 报 告 文 学 《大 爱 传 奇
——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孔 繁 森》 被 列 入
《“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音
像、电子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开发
校本教材 《照片背后的孔繁森故事》
《孔繁森的初心可以这样讲》《追忆与
传 承 —— 聊 城 革 命 人 物 故 事》 10 余
本，立项教科研课题 35 项，撰写论文
75 篇，成果及论文被同行广泛关注，
其中 《论孔繁森精神的新时代价值意
蕴》 被引用 270 次，《孔繁森精神融入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路径研究》 被
引用 262 次。孔繁森精神与红色文化
研究院获批市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教
师获全国首届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一
等奖、山东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
一等奖等奖项 12 项；入选山东省教师
队伍建设专家库专家 10 人、山东省教
育科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11 人，山东
省教学名师、优秀教师等 40 余人，聊
城市首届羡林学者、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优秀教师 50 余人；立项山
东省名师工作室 3 个、山东省课程思
政示范课 4 门、山东省思政金课 1 门。
（三） 示范辐射明显，引发社会反
响
2021 年，学校思政部党总支被授
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并
被国家教育部门公示为“全国党建双
创标杆院系”
；学校团委被授予“全国
五四红旗团委”称号；在 2021 年度山
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质量年度考核
中，位列 A 档第 6 位；教师为中国纪
检干部学院、山西省环保部门等单位
讲述孔繁森精神，在中国博协纪念馆
专委会年会、名人故居专业委员会年
会等会议上作经验交流；吸引省内外
30 余所院校来学校交流学习学院运用
孔繁森精神育人的做法和经验。多家
主流媒体报道了学校运用孔繁森精神
育人的典型做法，在国内产生了广泛
影响。
（孙 剑 宋 秀 慧 李 舒 琪 王 静
肖太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