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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全省2021年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启动

全面展现学前教育十年奋进之路

本报讯（记者 何文鑫） 5 月 20
日，教育厅举行“我讲党史半小时”党

员讲微党课和观看党史学习教育电影

活动。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各党组织、

党员干部的展示交流，激发干事创业

热情，碰撞智慧思维火花，汇报阶段性

学习成果。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戴

作安参加活动；省纪委监委驻教育厅

纪检监察组组长，教育厅党组成员李

鸿才主持活动并讲话。

会议强调，教育厅各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要始终保持“高”的政治

站位，党史学习教育既是政治全面

检验，也是政治蓄能充电，大家要进

一步提高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重要

意义的认识，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把党史学习教育抓紧抓实抓好，确

保 全 体 党 员 干 部 切 实 做 到 学 史 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要始终做到“实”的学习态度，各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端正学习态

度，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仔细研读相关材料，从

党的百年历史中涵养情怀、淬炼思

想、汲取力量，为构筑四川教育“鼎

兴之路”、建设教育强省、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要

始终突出“新”的学习理念，各党组

织要重点开展“我讲党史半小时”，

常态化开展“我讲党史 60 秒”“讴歌

百年辉煌、奋进崭新征程”征文等活

动，结合各党组织实际，创新学习教

育活动方式和活动载体，突出新的

学习理念，不断打造亮点，总结经

验，抓好抓实学习，为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凝聚智慧力量。

活动中，教育厅基层党组织、青年

理论学习小组6名代表，立足本职工作

岗位，结合教育厅开展的系列党史学

习教育活动和个人自学心得，带来了

精彩党课。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强国一代

有我们在！”人事教师处党支部代表

唐晓辉分享了中共一大代表的生平

等情况。省教育考试院自学考试处党

支部代表邹函分享了军人马军武夫

妇的故事。教育信息化与大数据中心

代表罗松回顾了老一辈科学家不顾

个人安危、不畏艰难险阻，为我国“两

弹一星”研发倾注毕生心血的伟大壮

举；介绍了建国以来教育事业取得的

巨大成就和我省教育的发展概况。青

年理论学习小组第一组代表唐志颖

在分享中介绍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基

本特征、表现形式及其危害。青年理

论学习小组第二组代表刘海峰通过

分享自己成长经历，介绍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人民生活

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青年理论学习

小组第三组代表刘东介绍了青年邓

小平的留法经历。

微党课结束后，教育厅在蓉厅级

领导，驻厅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

志，厅机关全体干部，直属事业单位

和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代表共约 100 余

人一起观看党史学习教育电影《建党

伟业》。观影活动以“欣赏红色经典，

汲取鼎兴力量，做党的好儿女”为主

题，将持续到 10 月底。

本报讯（记者 葛仁鑫）今年5月

20 日至 6 月 20 日，是第十个全国学

前教育宣传月。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学

前教育的决策部署，5 月 24 日，四川

省暨成都市 2021年学前教育宣传月

活动启动仪式在蓉举行。省委教育工

委副书记，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崔昌宏参加启动仪式并讲话，同时宣

布全省 2021年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

正式启动。

本次学前教育宣传月以“砥砺十

年，奠基未来”为主题，聚焦学前教育

十年砥砺奋进之路，全面系统宣传展

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改革发展的重

大成果、辉煌成就和崭新面貌。

启动仪式上，崔昌宏全面总结了

我省推进学前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取

得的积极成效，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

作出部署。他指出，要进一步落实主

体责任，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始终把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作为今后一

个时期教育工作的重大任务，在“十

四五”规划中，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

机制，政策上重点考虑、制度上优先

保障、工作上优先安排；要进一步推

进改革发展，充分考虑人口流动变

化、城镇发展趋势，结合全省“两项改

革”，科学拟制第四期学前教育行动

计划，编制好年度项目规划，有效整

合各级财政资金，抓实抓好目标任务

全面落实，实现资源配置与效益最大

化；要进一步提升保教质量，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要深入贯彻《纲要》《指

南》和《幼小衔接指导意见》，高度重

视幼小科学衔接工作，建机制、强措

施，制订实施方案，幼儿园要抓好入

学准备教育，坚决防止“小学化”倾

向，小学要强化衔接意识，坚决纠正

超标教学等。

就如何开展好今年的学前教育

宣传月活动，会议强调，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要充分认识举办学前教育宣

传月活动的重要意义，要围绕宣传主

题精心谋划部署，认真组织实施，广

泛发动行政、教研、学校、媒体等力

量，切实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系统宣传展示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十

年来的重大成果，凝聚社会共识，激

发发展活力，营造学前教育发展的良

好社会氛围。

启动仪式还播放了四川省学前

教育宣传月公益宣传片。广安市教育

和体育局、成都市金牛区教育局、成

都市蒲江县教育局、绵阳花园实验幼

儿园负责人在会上作交流发言。启动

仪式后，参会人员对金牛区机关第三

幼儿园的保教活动进行了观摩。

教育厅相关处室和直属事业单

位负责同志，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

负责同志，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府相

关负责人，成都市各区市县教育局负

责同志，部分幼儿园园长、小学校长、

家长代表参加启动仪式。

教育厅举行“我讲党史半小时”党员讲微党课和观看党史学习教育电影活动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学深做实

四川省学前教育宣传月

日前，成都市金牛区机关第二幼儿园开展“野餐会”活动。 伍鸥 摄

“让我们铭记历史，继承革命先烈

遗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不负韶

华……”近日，巴中市恩阳区以“党史

我来讲 红色照我心”为主题，举行了中

小学生演讲比赛。比赛现场，25名选手

紧扣演讲主题，用生动的语言、感人的

事例，带领大家重温那段艰苦奋斗、感

人至深的峥嵘岁月，多视角、多切入点

表达了对党和国家的满腔热爱。一个

个动人的红色故事，让现场的听众听

得热血沸腾，深受感染和熏陶。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恩

阳区坚持多形式、多渠道、多载体，扎

实有序推进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十大元帅之一的朱德总司令，

就出生在离我们很近的仪陇县，即

使他忙着谋略新的作战计划，每天

仍不辞辛劳地干着农活，军旅生活

的重担沉重地压在身上，他不喊苦

也没有叫累。……”近日，恩阳区青

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肖品

在玉山中学开展党史宣讲活动，他

以《先辈历尽苦难 我们再续辉煌》为

题，讲述了朱总司令的革命故事。

为加强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恩

阳区在全系统 1052 名党员中选拔了

9 名政治或历史教师作为宣讲员，充

分发挥他们自身专业知识。宣讲员按

照宣讲计划表，通过集中演讲的方

式，每周 2 次到学区学校开展专题讲

座，力求做到因人施讲、因地施讲、因

时施讲。

除了“讲”，恩阳区还把党史学习

教育融入课程“学”、融入场景“看”、融

入比赛“唱”、融入实践“做”，让青少年

在实践中感悟、成长。全区各学校以课

堂教学为主导，把党史学习教育纳入

教学工作计划，推动党史知识教育与

思政课程、德育课程和人文课程有机

融合。组织学生观看红色经典影片，引

导青少年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增

强青少年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以

学区为单位开展“颂歌献给党”歌咏比

赛，营造全区青少年喜迎建党100周年

的良好氛围。就近开展为红军烈士扫

墓活动，追溯红色记忆，接受革命精神

洗礼，把爱国主义精神融入血脉，在历

史的滋养中茁壮成长，更加坚定青少

年发愤读书、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信

心和决心。 （张明）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坚持联系实际、用

好红色资源、注重面向基层，把党史讲

鲜活、把故事讲生动、把精神讲入心，

广泛开展党史宣讲活动，传承红色基

因、汲取奋进力量，切实让党史宣讲

“声”入人心。

近日，该院党委书记钟乐海以《艰

辛成就伟业 奋斗创造辉煌——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为题，带头为全

院党员师生代表上了一堂内容丰富、

精彩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并结合抗日战争史讲述了绵阳职院的

建校发展史。

绵阳职院坚持将党史学习教育作

为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重要内容，

积极探索务实生动有效的方式方法，

推进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网络

新课堂结合起来，用社会实践的大平

台为思政课持续注入活力。学校在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形势与政策等思政课中开展

“红色课堂5分钟”活动，将党史学习教

育鲜活地贯穿于教学之中。

该校还把党史学习与引领红色梦

想结合起来，组织开展了“百年党史青

年说”讲党史大赛、“学党史 悟思想”读

书分享会等系列活动，并通过挖掘校

友中的时代楷模、校史中的奋斗故事

等形式，开展了“绵职红色人物故事我

来讲”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党史

学习教育的同时重温校史，进一步发

扬光荣传统，筑牢红色梦想。

绵阳职院还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宣讲动员，由领导班子、各党总

支书记、支部书记等担任宣讲人，通过

学习党史故事、宣讲党史故事，重温党

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传承红色基

因，增强党员责任感、使命感。学院党

委书记、院长分别以《弘扬抗联精神 奋

斗奉献报国》《我国职业教育的历史变

迁》为题讲微党课，并同步在绵阳职业

技术学院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网站、官

方微信、官方抖音等平台上线，并在全

院掀起微党课讲授热潮，由学生党支

部书记、学生党员代表担任主讲人，实

现了“主讲人在‘讲中学’、听讲人在

‘听中悟’”的朋辈教育效果，凝聚青年

力量，让党史教育“大餐”浸润青年心

灵。

（绵职宣）

绵阳职院：党史宣讲“声”入人心

巴中市恩阳区：让青少年在实践中感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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