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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

宿舍里，何雪芹给学生梳头。

专题读书班吹响了全省教育系统

党史学习的集结号，各地各校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党史的重要论

述特别是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积极推

进教育现代化，构筑教育鼎兴之路，建

设教育强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教育厅还联合共青团四川省委、

四川省少工委在全省中小学生中开展

“党史我来讲 红色照我心”主题教育

活动，通过“红领巾学党史树初心”网

上主题队课学习活动、“红领巾广播

站”党史小故事音频栏目活动，以及

“党史我来讲”主题演讲活动等，结合

耳熟能详的四川人物、四川故事和四

川元素，多角度引导师生回顾党的百

年历程和伟大成就。

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也积极行

动起来。成都市教育局将党史学习教

育纳入常规内容，通过党建带团建、促

队建的方式开展党史思政课和“听党

话、跟党走”主题征文活动，引导全市

中小学生进一步增强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的情感。

德阳市制订了工作方案，前期以

“党史立心、筑梦韶华”为主题，立足德

阳本土“红色家谱”、奋斗历史，开展了

以党史、新中国史等为主要内容的“开

学第一课”。

内江市则将结合“党史我来讲 红

色照我心”主题学习活动开展“红领巾

奖章”争章活动，示范引领广大少年儿

童弘扬时代新风、争做时代新人。

重走长征路 重温革命史
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

南充市涪江路小学清泉校区，嘹亮的

歌声响彻校园，一场以“闪闪红星伴我

成长”为主题的快闪活动正在举行。

760余名师生在运动场上，边唱边排成

党徽和数字 100 的图案，表达对党和

祖国的热爱。连日来，南充各地学校纷

纷开展学党史学习教育，让同学们在

唱红歌、听故事中，了解党的伟大历

史，从中汲取养分、锻造人格。

党史学习教育，学校无疑是最生

动的课堂。党史学习主题班会、重走红

军长征路、老战士讲革命故事……各

地中小学纷纷创新党史学习教育的方

式，以师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党的

光辉历史。

“文昌烈士陵园安葬着在解放八

角昌战斗中牺牲的 56 位烈士。”泸州

市纳溪区文昌完小的 30余名学生，身

着校服，佩戴红领巾，齐坐在大池村革

命遗址红军树下，听校长唐友平讲述

70 多年前发生的红色故事。师生们沿

着历史路线，参观了烈士陵园、大池村

爱国主义教育墙、革命遗址红军树。一

个个生动的描述、身临其境的现场体

验，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无独有偶，兴文县红军岩红军小

学开展了“重走长征路，童心感党恩”

主题活动。五年级的 110余名学生，在

老师带领下，沿着红军长征途经兴文

时走过的山路，徒步 4 公里。行进途

中，既有陡坡荒道，也有崎岖的土路碎

石路，同学们一路上相互鼓劲加油，全

部坚持走完既定线路。学生李妮遥感

叹：“今天我们才走了那么一小段就感

觉很累，可想而知红军们当时是多么

不容易，边走，还要边战斗。作为红军

小学的一员，我们要传承好这种精

神。”

广安市邻水县太和镇普新学校

邀请了 92 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黄仁

忠为师生讲述革命战争史、新中国史。

在讲述起那段战火纷飞的英勇故事

时，老人声音哽咽却洪亮，眼神闪烁着

光彩。“作为一名老师，我很幸运能从

这些老党员、老战士的人生历程中汲

取前进的力量，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

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教师吴琦思

说。

“我们聆听张思德的故事，就是要

激励全体教师经常学习、经常反思，在

学张思德精神中学出政治忠诚、砥砺奋

斗之志、锤炼过硬本领，为祖国培育出

更多的栋梁之才。”仪陇县离堆小学校

长陈燕舞说，学校将分批次组织教师到

张思德纪念馆参观，聆听张思德从一个

放牛娃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

历程，践行育人初心。

网络云学习 党史进课堂
让党史学习教育“潮”起来

“一边学习党史知识还能一边种

植树木，真的很有意义，我已经收集了

好几千克能量了。”最近，四川农业大

学动物医学院学生毕宏煜铆足了劲，不

断邀请身边同学朋友参与学院举办的

“医起云播种”网络党史学习教育，共同

学习党史、为祖国添绿。原来，动物医学

院充分利用 3月植树节契机，以“开展

一个讨论，种下一粒种子”为主题，将党

史学习与生态保护相融合，助推学生成

长成才。活动一经发起，就吸引数百名

学生参与。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教育系统

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川内各高校

迅速行动起来，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制订《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案》，

利用互联网植根传统文化，创新党史学

习教育的形式方式；结合院校和专业特

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课堂、进团队，

助推师生成长、学校发展。

在四川大学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党委书记王建国围绕“为什么

学”“学什么”“怎么学”“如何学得好”4
个方面作动员讲话。他表示，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有利于川大从共产党百年

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智慧和前进力量，

全面加快推进学校“两个伟大”。校长

李言荣表示，党史学习教育要结合学

校实际，与推动学校党建工作和事业

发展深度融合，同时充分发挥好学校

人文社科优势，做出一批有深度、有分

量的研究成果。

“同学们，这个三牙轮钻头是我们

西南石油大学校史馆的镇馆之宝，它

不仅见证了学校的发展，也见证了我

国石油工业的沧桑巨变。”日前，西南

石油大学离退休老专家、我国牙轮钻

头研究的奠基人马德坤在该校开展的

“党史教育进课堂进团队”活动中对青

年大学生说。连日来，西南石油大学发

挥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

模范的优势，充分挖掘学校的建校史、

创业史、发展史等红色文化基因，深入

开展“党史教育进课堂进团队”活动，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在西南医科大学校史馆，学校党

委书记廖斌化身“讲解员”，动情讲述

学校红色校史，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卫生部讲到学校的历史起源，带领师

生回到那个炮火连天的年代。“西南医

科大学流淌着‘二野’的精神血脉，‘二

野’为民担当、重技术、重应用、艰苦奋

斗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学校的宝

贵精神财富。”他说，广大师生员工要

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立

足岗位发光发热，传承好先进医学教

育优秀基因，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

奋斗。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聚焦红色元素 突出四川故事 凸显教育亮点
——我省教育系统创新形式方式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 本报记者 钟兴茂

编写学风读本
为大学新生指明方向

电气工程学院 2018级辅导员林

静英与张异共事多年，对张异的记

忆力非常佩服，“她记得每一个学生

的名字、宿舍号，甚至爱好。”

让张异保持对工作热爱的源泉

就在于她对学生的爱。曾经有一个

学生手写了一封长达十多页的信，

向张异倾诉学习生活中的困惑。收

到这封信，张异既感动又心疼。感动

在于，学生愿意将内心深处的声音

吐露于她，这是何等的信任与信赖；

心疼的是，学生成长路上积累了许

多困扰，却没有人给她指明方向。

通过这封信，张异深刻意识到

辅导员这份工作的重要性。“辅导员

就是学生的引路人，我要带好学生，

对学生负责。”她告诉自己。

她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自担任辅导员以来，张异始终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奋战在思政教育和

学风建设的道路上，用心陪伴学生，

引领学生成长，并逐渐形成了一套

有效的学风建设工作方法。

学风，是读书之风、治学之风，

更是做人之风。张异认为，学风建设

是辅导员工作的主业之一，营造好

的学风，才能为学生提供强大的精

神力量。

2017 年，张异刚接手新一届学

生，经过谈话和观察，她发现不少新

生在进入大学校园后，不能顺利适

应新的学习生活，部分同学存在学

习动力减弱、学习效率下降、专业不

适应等问题。

如何破解这一问题？在“三全育

人”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在学院党委

的统筹和指导下，张异推进了“五

进”工作法，积极开展党建进园区、

教授进寝室、校友（模范）进讲堂、师

生进操场、家长进网络系列活动，积

极联络院士、教授、校友、学生朋辈

与学生进行经验分享和学术交流，

帮助学生顺利适应并开展大学学习

生活。

同时，在学院全体学工老师的

协助下，张异重点推进了“本科生学

习力工作室”建设，并根据学生在各

个阶段的需求，组织编写了学风系

列读本。从新生通识读本《小电的自

传》《新生家长手册》到课程学习与

习惯培养读本《电气宝典》《电气习

惯》，再到就业指导读本《电气家

书》，这一系列读本为学生提供了

“行走大学的指南”。

电气工程学院 2017级学生王创

说，这些读本图文并茂、丰富感人、

温馨有趣，大大增强了同学们的学

习积极性，并且内容全面，随时用得

上，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

早餐后，从平房区樱花树下

去办公室，粉紫色的晚樱开得正

好，而状如梨花的早樱，那些曾令

我无限沉溺的小白朵已随风而

逝，消融如雪，取而代之的是绿豆

般的小果。不知道这些小果最终

会不会长得如指头一般大小，红

艳艳地悬在叶底，让人垂涎欲滴，

就像先前教室边那棵食用樱桃树

结的果子一样？

五四楼旁，天竺桂下，曾有一

棵樱桃树，一说起就令人口舌生

津。作为高三年级的专属领地，

平房区4排16个教室，每排房屋

之间皆是花园。梅花园、桂花园、

樱花园、荷花玉兰园……过道旁，

两两对立的灯柱上刻有诗词。行

人过处，抬眼即是花木扶疏，又有

诗词迢遥点染，看看花草，念念诗

句，不由唇齿留香，身心愉悦。

按惯例，学生入校后，高一住

后教学楼，高二住前教学楼，高三

就入住平房区和五四教学楼了。

高二暑假，学生喜滋滋搬进平房

区，梦想启航，开始为期一年的苦

读冲刺训练。他们将在这里完成

知识的整合积淀，完成意志的打

磨锤炼，完成理想的孕育绽放，然

后走向考场，跨出校门，奔赴另一

段旅程。

平房区古木参天，绿树掩

映。银杏、银桦、水杉、天竺桂、粗

糠树、女贞子，乔木灌木错落有

致，花香书香沁人心脾。第三排

第四个教室旁边，有棵樱桃树，树

不大，主干也不过酒杯大小而

已。旁逸斜出的枝条倒是无所顾

忌，高低屈曲任意伸展，伸到了天

竺桂下，伸到了女贞子怀里。天

竺桂旁还有梧桐、水杉、小叶桉。

每到冬天，一夜北风过，满地落叶

铺。晨课后，同学们抬走一筐又

一筐落叶。比邻而居的樱桃树，

总是最早带来春天的消息。不知

何时，微寒的风中，枝头粉白的花

便有些羞涩地笑。近水楼台先得

月，下课时，紧邻樱桃树的班级，

同学们从后门涌出来，三三两两，

围着樱桃花，看啊、说啊、笑啊，直

到铃声响起才钻进教室。那时候

蜡梅已凋，别的草木还沉睡在冬

天的长梦之中，遥远的春天就这

样出其不意地来到樱桃树上，惹

得其他班的同学也特地跑来看

花。没几天，花谢了，叶长了，叶

底的小果子一日日鼓胀起来。某

一天，忽见一块纸板悬在树杈上，

粗黑的字体异常醒目：流光容易

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学生们依旧来来去去，笑着

指点评说。只是，他们在樱桃树

前停留的时间更短。来去匆匆的

学生，匆匆而来，看一看，小站一

会儿，匆匆而去。此后，年年樱桃

花谢新果初成之时，这块纸板，这

句话就开在树上了，像是无言的

感叹，更像是无声的提醒。每一

届学生，课间课后，谁没有在树旁

沉吟、流连、黯然、憧憬过？也常

常有老师叫了学生，在樱桃树前

谈心。没有疾言厉色，也不见垂

头丧气。春风和煦，花叶明媚，一

切都刚刚好。

有一次，6点过，起床的铃声

还未响起，校园里一片寂静。一

名女生立在樱桃树前，捧一本小

册子诵读英语单词。彼时，教室

门未开，灯未亮，女孩神情专注，

旁若无人。天竺桂上，鸟声婉转

圆润；樱桃树下，落英缤纷。嫩绿

的新叶在晨光里绿得亮眼，叶底

的小果已微微露出些胭脂色了。

可惜，后来校园翻新重建，这

棵樱桃树被砍掉了，取而代之的

是其他花木。校园里有棵樱桃

树，多好啊！那个紧张的高三，那

段苦读的岁月，那个转瞬即逝的

春天，小小樱桃树上的白花和红

果，一定是他们此生难忘的青春

记忆。

（上接1版）

■ 王优

有棵樱桃树
校园里

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辅导
员、四川省“第六届全省高校辅导员年度
人物”张异，1987年出生，一张娃娃脸，
个子不高，嗓音却颇为洪亮，与人交谈时
总是笑容洋溢，走起路来，脚下生风。
2013年硕士毕业后，出于对学校和学
生工作的热爱，张异选择留校成为辅导
员后，8年来，她一直活跃在学生工作的
第一线。对她来说，没有什么事比学生的
事更重要，也没有什么工作能比学生工
作更具吸引力了。

“辅导员是个有意义、有意思、有意
境的工作。”谈起辅导员工作，张异整个
人就神采奕奕。

探索学风建设
为学生的学习生活保驾护航

以全员育人为根本理念，以“五

进”工作法为基本方法，以学风读本为

站立点，张异在探索中逐步建立起了

一套崭新的学风建设体系，让学生在

成长道路上能及时得到良师益友的帮

助，在不断的自律和挑战中实现个人

成长。

近年来，在张异的带领下，学生逐

步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能够积极

主动开展晚自习，课堂出勤率基本达

到100%；学生群体中形成了良好的学

习氛围，学习交流和讨论明显增多；学

生的学习效果也明显提升，仅2017级

学生，大一学年的课程通过率就达到

了98.35%，创当时电气工程学院新高。

以本科 2017级为试点，其他年级

也不断参与和实践。通过全体辅导员

的努力，电气工程学院的学风建设体

系不断完善，学风建设取得了良好的

成效。3 个班级被评为全国先进班集

体，1个团支部被评为全国五四红旗团

支部。培养的学生倍受用人单位的青

睐，每年学生就业率均在99%以上。

在谈到学风建设的初衷时，张异

表示，做这个工作只为让学生能更好

地学习和成长，“虽然我的影响可能是

有限的，但能帮一个是一个。”

那个曾经给张异写信的学生，在

张异的支持与鼓励下，学会了自律与

规划，如今也已顺利完成学业，找到了

合适的工作。“您真的就像妈妈一样关

心我，一点一点引我走出阴霾。”她对

张异说。这让张异心里暖融融的，觉得

自己前行的脚步更加坚定了。

“我将长久地坚持建设良好的学

风，为学生的学习生活保驾护航，指引

更多学生在大学找到前进的方向。”张

异说，希望在辅导员老师的共同努力

下，能够切实提升整体大学生的学习

力，形成学生学习动力足、学习毅力好、

学习能力强的良好学风建设局面，让

西南交大“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双

严传统”在新时代呈现出新的面貌。

■ 张宇 蔡京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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