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学们，大家脚下的这个山

梁的小地名叫庙梁山，是 1933年 2
月红军水司坟战役的遗址……”3
月 31 日，在位于川陕苏区的平昌

县革命文物陈列馆内，该县得胜中

学学生通过现代光影技术，回到了

当年的战斗场景。

而就在同一天，在通江县“川

陕省工农总医院”纪念碑前，通江

长胜小学的学生们聆听了校外辅

导员聂正远讲述的，其祖孙四代守

护红军烈士墓的感人故事。

88 年前，红四方面军进入川

北，浴血奋战，创建川陕革命根据

地；88 年后，昔时的战场变成了学

生课堂。在有“中国革命的露天博

物馆”之称的巴中市，类似的场景

还有很多。

用好“川陕苏区与红军长征”

的“党史名片”，挖掘家门口的红色

资源，传承红色血脉，成为巴中教

育系统党史学习教育的一大亮点。

从身边挖掘，党史“教材”活起来

在南江县长赤镇龙池学校，处

在校园中心的是一幢木质结构的

老房子，上面挂着“龙池书院”的牌

匾。

龙池书院曾是南江三大书院

之一，1933 年，李先念率领红军解

放长赤镇后，在此设立红三十军医

院。现在校园里的这座“书院”，同

时也是红三十军医院旧址,是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

“学校将红军故事与书院历史

结合，让学生不出校门就能受到红

色文化熏陶。”龙池学校校长李杰

介绍，“书院”随时对学生开放，里

面收藏着各类与红军相关的物件。

“在这样浓厚的氛围里，学生

能体验得更加深刻。”在李杰眼中，

红色教育离不开“浸润”二字，“我

们希望通过这样一本绝无仅有的

‘立体教材’，更好地让红色精神引

领学生成长。”

在大巴山区，越来越多的学校

通过这样的“教材”，让师生走进历

史的“现场”。

巴州区中兴小学师生走进界

牌红军烈士纪念馆，了解到杀牛坪

阻击战的经过；恩阳区镇庙小学师

生徒步前往南岳山烈士陵园，聆听

烈士的英雄事迹……

作为革命老区，巴中拥有数量

众多的红色遗址遗迹，在教育厅近

日公示的四川省中小学红色教育

研学实践基地名单中，巴中共有13
个入选，数量为各市（州）之最。

用活这些身边的“红色教材”，

成为巴中市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独特优势。

从学生抓起，红色故事永流传

“教材”有了，讲故事的人更不

能缺。

半年来，巴中各地各校邀请老

战士、老党员、陵园守墓人等，走进

校园，结合自身经历为师生讲述红

色故事，受到热烈欢迎。

与此同时，随着党史学习教育

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学生也走

到了台上，成了“讲故事的人”。

“叔叔阿姨好，欢迎来到川陕

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能让我

为你们简单介绍一下吗？”4 月 15
日，通江县李先念红军小学五年级

2 班学生闫格站在陵园的“铁血丹

心”石刻雕塑前，第一次为游客进

行讲解。作为学校培养的红色小导

游，面对众多游客，闫格毫不怯场，

落落大方。

李先念红军小学紧靠川陕革

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近年来，

为更好传承红色基因，学校在学生

中培养了一批“红色小导游”。“我

们对学生开展了党史、普通话、礼

仪等方面的培训，让他们与陵园的

专业导游进行师徒结对，并反复进

行实地演练。”该校少先队辅导员

李思媛介绍，“截至目前，共培养了

80余名红色小导游。”

这些小导游利用周末时间，到

陵园进行义务解说。“以前看到墓

碑还觉得有点害怕，现在，一见到

心里面就会自然产生感激之情，想

着现在的美好生活都是这些英雄

用鲜血换来的。”闫格说，这是她成

为红色小导游后最大的感触，她现

在的心愿，就是希望能把这些先烈

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从学校发端，党史宣讲进村社

4 月 12 日，南江电大开展“普

及党史知识乡村行活动”，带领村

（社区）干部学员走进元潭乡康家

岭村，站长徐铭宏给学员以及当地

党员干部上了一堂微党课。

“除了普及党史知识，我们更

希望弘扬其中的红色精神，鼓舞学

员以及村社党员干部的斗志，为乡

村振兴贡献力量。”在徐铭宏看来，

将红色基因融入实际行动中，就是

最好的党史学习教育。

学校以教书育人为基本职能，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拥有先天优势。

巴中市各地各校不仅在校开展好

党史学习教育，还组织师生走出校

门，成为党史的宣讲员。

4月 16日，在通江县壁州街道

润泽门小区，通江县实验小学党史

学习教育宣讲小分队，以赏油画、

学党史、唱红歌等形式，为社区百

姓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

“社区居民一直在问这个活动

什么时候开展，大家期待很久了。”

壁州街道南街社区党委书记屈敏

说，“学校将党史宣讲和红色节目

展演相结合，既把党史故事讲透

彻，又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让老百

姓感受更加深刻。”

时光荏苒，昔日的硝烟早已散

去，但那些英雄的丰碑，仍在这片

土地上伫立，那些可歌可泣的故

事，仍在这片热土上流传。在崭新

的时代，巴中教育承担起传承红色

基因、延续红色血脉的重任，新一

代英雄儿女的故事，也许就是从这

里开始。

罗强在成都调研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时强调

全力服务和促进毕业生顺利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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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巴中市：用好“党史名片”传承红色血脉
■ 本报记者 葛仁鑫 倪秀

全
省
职
业
教
育2 02 1

年
度
工
作
视
频
会
议
召
开

奋
力
开
创
四
川
职
业
教
育
新
局
面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 陈朝和）5
月 14 日，副省长罗强在成都调研高

校就业工作时强调，要把毕业生就业

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拓

宽渠道、搭建平台、优化服务，全力服

务和促进毕业生顺利就业、高质量就

业。

罗强先后来到成都医学院国家

级临床教学示范中心、健康养老大数

据应用创新中心、毕业生就业指导与

职业咨询室，西南石油大学大学生职

业规划与就业指导中心、临溪书院、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四川音乐学院

成都美术学院、雕塑工厂等，详细了

解医科、工科、艺术方面毕业生就业

情况。

罗强指出，当前三所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扎实有序，毕业生就业

率保持较好水平。面对严峻复杂的

就业形势，各高校和相关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和

省委、省政府要求，把毕业生就业工

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用心用

情推动高校毕业生实现更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高校要在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和专业结构调整上下功夫，

优化学科专业，推动内涵发展，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要完善毕业生就业

服务，加大对就业困难毕业生群体

的关心关怀，帮助落实好就业单位。

要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加

大宣传引导，鼓励大学生积极入伍、

报效祖国，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去、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要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发挥好创新创

业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提升创新

创业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支持毕

业生自主创业、灵活就业。

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全胜，教育厅

党组书记邹瑾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葛仁
鑫）5月14日，教育厅召开

全省职业教育 2021 年度

工作视频会议，贯彻落实

全国职教大会精神，总结

2020 年全省职业教育工

作，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

任务，进一步推动我省职

业教育追赶跨越、高质量

发展。省委教育工委委员，

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张澜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国职教

大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高瞻远瞩，对新时代职业

教育工作再谋划、再部署，

为做好新时代职业教育工

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省委、省政府近年

来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

展，坚持把职业教育工作

摆在重要位置来抓，四川

职业教育面貌发生了格局

性变化。

会议强调，面对新形

势、新任务，四川职业教育

战线要深刻领会全国职教

大会精神，聚焦聚力重大

改革、重点任务，加快建设

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奋

力开创四川职业教育事业

新局面。要转观念，深刻认

识到职业教育是特色鲜明

的类型教育、培养能力的

实践教育、面向市场的就

业教育；要打基础，推进职

业教育类型层次“协调发

展”，巩固中职教育基础地

位，推动高职教育提档升

级，稳步推进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试点；要促贯通，完

善职业教育培养体系，启

动职教高考改革，继续完

善“五年一贯制”“高本贯

通”等培养形式；要强保

障，健全多元投入办学机

制，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

体作用，完善高等职业教

育成本分担机制，支持民

办职业教育发展；要深融合，构建协同联动新机

制，推进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和省级“产教融合

示范项目”，促进校企共建共享、协同发展。

会上，教育厅二级巡视员杨亚培宣读了《四川

省教育厅关于 2020 年初中毕业生就读中职学校

情况的通报》，巴中市教体局、绵阳市教体局、眉山

市教体局、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四川财经职业

学院、成都市中和职业中学、四川省德昌县职业高

级中学负责人作交流发言。教育厅职业教育处负

责人对我省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教材建设、“空小

散弱”中职学校清理整改、1+X 证书试点等方面

的工作作了具体安排。

教育厅相关处室和直属事业单位负责同志、

省属中职学校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各市（州）及其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负责

人、职教科（股）长，各高职院校领导班子、相关部

门及二级学院负责人、合作企业代表，各中职学校

主要负责人等共计3500余人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寻访四川“党史名片”
讲好四川教育故事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省各地教育系统如何充分挖掘当地党史资源，用活身边的

“红色教材”，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

今起，本报推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寻访四川‘党史名片’讲好四川教育故事”栏目。记者

兵分多路，前往四川七张“党史名片”涉及的多个点位，讲述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当地的党史教育故事。

◀◀

3月31日，通江县实验小学学生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瞻仰纪念墙。（程新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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