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江县永安小学

带党史回家，我为家长
讲党史

“1927年 8 月 1 日 2 时，在周恩

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

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

前委的作战计划，第 20军第 1、第

2 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

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周

末，通江县永安小学五年级苟锶梦

同学绘声绘色地给妈妈讲起了党

史，这是永安小学开展“带党史回

家——我为家长讲党史”活动的一

个缩影。

据悉，3 月下旬，永安小学党

支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红领巾心

向党——党史我来讲”活动：每周

一国旗下讲话，值周教师讲党史；

党史知识进课堂，思品课上教师讲

党史；周末，我为家长讲党史，做

一名合格的“党史宣传小喇叭”。

通过系列活动，全校师生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

慧和力量，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投入

学习和工作中。

在为家长讲党史的过程中，同

学们“各显神通”。有的读红色经

典、有的介绍通江县的红色故事、有

的诵读诗词……一个个共产党人的

身影在脑海中闪现，一个个战争场

面浮现在眼前。在汶川地震中，解

放军叔叔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在抗

疫一线，护士姐姐陪新冠病人聊天

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是他们，无

数共产党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建

立了新中国；是他们，新时代最可爱

的人，冲锋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让

我们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安全感和

幸福感。

“孩子给大人讲党史，我们听

得很认真。通过讲党史，娃娃晓得

了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是共产党

给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

感谢党、热爱党。”永安小学五年

级何思源的母亲说。将党史故事带

回家，听“儿童版”的党史故事，

一家几代重温建党 100年历史，这

些红色种子必将在川陕苏区首府所

在地——通江这块红色土地上生根

发芽。

永安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唐

永生表示，“我为家长讲党史”活动

是学校开展的“建党一百周年”系列

活动之一，旨在让每位学生深刻了

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史，把

红色基因传承下去，达到一名学生

带动一个家庭，辐射一片群众，影响

社会的效果。红领巾心向党，这也

是解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

的教育根本问题。

（杨超）

峨眉山二小

讲红色故事，传唱红歌
颂党恩

行程万里，不忘来路；饮水思

源，不忘党恩。4月 26日，峨眉山二

小校园里风轻云淡、阳光灿烂，该校

党带团、团带队，学党史、唱红歌的

爱国主义大课堂再次登场。

少先队大队部学习部长声情并

茂地向全校同学讲述了战斗英雄董

存瑞的故事：1948年 5月 25日，攻

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共产党员董

存瑞危急关头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

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

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

炸毁，董存瑞以自己年仅 19 岁的

生 命 为 部 队 开 辟 了 前 进 的 道

路。……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

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共产党员是英

雄的力量，视死如归是英雄的信

仰。董存瑞挺立的身影是同学们心

中不朽的丰碑，董存瑞高举的胳膊

是同学们力量的源泉。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

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

照万代……”一首《红星歌》响彻美

丽的校园。闪闪的红星是同学们的

赤子之心，灿烂的星光是同学们温

暖的话语。红星依然那么闪亮，为

同学们指引前进的方向；红星依然

这般耀眼，为同学们的成长保驾护

航。

品味红色岁月之艰，感受红色

旋律之美，学党史、唱红歌已成为峨

眉山二小的必修课。

（朱劲松）

桑枣镇小学

党史我来讲，红色照我心

红色基因是历史的积淀，植根

于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泥土之

中，传承于一代又一代人不懈的奋

斗中，与每一个人情感相连、命运相

系，是我们精神的归宿、初心的原

点。4月30日下午，中共绵阳市安州

区桑枣镇小学党支部在学校会议

室开展了以“党史我来讲 红色照我

心”为主题的故事比赛。

比赛中，初选出的 15 位小选手

结合自身经历，为大家带来或慷慨

激昂或深情婉约的演讲。他们声情

并茂，落落大方，从革命先烈方志

敏、杨靖宇、董存瑞，抗日小英雄王

二小、郑振华，到和平时期的抗洪抢

险英雄等感人故事。用饱含深情的

一字一句精彩演讲，牵动着在场每

一个人的心。使同学们深切感受到

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时代

军人，勇于为共产主义坚定信仰，作

出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本次党史故事比赛，使孩子们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增强了孩子

们的爱党爱国热情，树立从小立志

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党的

事业的接班人。

（本迪）

城西实验学校

百幅佳作颂党恩，文艺
汇演话初心

6月 4日，叙永县春秋祠广场人

头攒动，彩旗飘舞，红歌雷动，叙永

县城西实验学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知党史·颂党恩·跟党

走”系列活动之“红色文艺汇演暨百

框佳作展览”正在举行。

100 首红色诗歌、100 幅绘画、

100篇书法汇成100个作品，成为广

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书法作品是师

生们自创，并用软笔、硬笔或粉笔写

成；绘画是孩子们一笔笔描绘出党的

光辉历程。这些饱含师生真情与祝福

的作品，引来不少观众驻足欣赏。

舞台上的表演节目更是师生们

对党的歌颂和祝福，对美好未来的

展望。美不胜收的歌舞表演，余音

袅袅的乐器演奏，把文艺汇演一次

次推向高潮。《呼唤王二小》 随着

音乐的节奏与舞蹈的律动，观众

的心也随着王二小的遭遇上下起

伏，直到一声枪响，现场一片黯

然，忍不住和小演员们共同呼唤

“王二小”；《我心中的河》 是母亲

河，是军民鱼水情，是党挽救人

民于水火的真实写照；《我有一个

梦》 是禾下乘凉梦，是杂交水稻

覆盖全球梦，更是民族复兴的中

国梦……表演现场高潮迭起，扣

人心弦，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

声和高度赞誉。

学校校长徐海林介绍，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学校在上

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了“知党史·
颂党恩·跟党走”主题系列活动，

相继举办了“听 （讲） 红色故事，

传革命精神”“展红色文化，品百

年叙永”“学百年党史，颂祖国辉

煌”等活动，激发广大师生学习党

史热情，从中汲取爱国奋进、无私

奉献的力量。

（肖方贵 马霏）

学百年党史 做时代新人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进一步激发少先队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营造少先队员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浓厚氛围，我省各地小学陆续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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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红色家风育时代新人

我的外公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我十分崇拜和敬仰他。外公在唐山

大地震抗震救灾时火线入党，一辈子

革命初心不改，还不忘传帮带，时常

给我讲述他亲身经历的故事，教育我

从小就要爱党、爱国、诚信、励志、勤

俭。

我不会忘记他给我讲的第一个

故事，就是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共产主

义信念，始终跟党走不动摇。

1975 年，他递交了第一份“入党

申请书”，但是党组织一直没有批准

他的申请，但他从不灰心。1976年唐

山发生特大地震，他报名参加了抗震

救灾，除了开车外，他还主动为大家

做饭。在唐山机车车辆厂灾后重建

中，重活累活他抢着干，从不计较个

人得失。由于外公在唐山抗震救灾

中成绩显著，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听了外公的故事，我在心里暗下

决心，一定要向外公学习，现在我是

一名少先队员，长大后一定要加入中

国共青团、中国共产党。

我不会忘记他给我讲的第二个

故事，就是没有书读是很不幸的，读

书可以使人明智。

1965年，外公以高分考入资阳中

学，但初中只读了一年书；1971年，他

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单位业余文化补

习班，学完了初高中指定文化课程；

1983 年，他在深圳特区自学了大学

《建筑学》基础课程。通过自学，外公

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任何问题在他那

里都迎刃而解。在外公的影响下，我

十分珍惜现在的学习时光，每天坚持

读课外书籍。这几年，我利用课余时

间多读书、读好书，看完了《三国演

义》、《西游记》、《十万个为什么》、《希

利尔讲世界史》等各种书籍近 600 多

本，通过读书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

了我的知识。

我不会忘记他给我讲的第三个

故事，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怕苦怕

累，不要被困难所吓倒。

1983 年，外公在深圳特区工作，

一人身兼数职，卓有成效地管理了行

办、党办、人事、组织、宣传和团委6个

科室工作。他每天工作长达 12 小时

以上，从不叫苦叫累，开车、摄像、写

文章，外公成为了一个多面手，《人民

铁道报》也多次报道他的事迹。在外

公的影响下，我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主持人、机

器人、书法、国画等课程。虽然时间

紧、课程多，但我也像外公那样不叫

苦叫累，并先后获得了中国视协青少

儿播音主持三级、书法六级、国画五

级等证书。

我不会忘记他给我讲的第四个

故事，就是不忘初心,离岗不离党、退

休不褪色，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本色。

外公作为一个有着 45 年党龄的

老党员，退而不休，老有所为，奉献余

热。他退休后到国外旅游不光看风

景，而是将每一个地方风土人情、国

家现状记录下来，做了大量的见闻笔

记，并结合国外见闻和各个国家的社

会制度，写出了多篇文章在网络上发

表，使大家看到我们国家的强大和制

度的优越性。

外公退休后喜欢在多家媒体上

发表文章和摄影作品，传播正能量，

歌颂新时代。他经常教育我们要热

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国家。他利用自

学的建筑设计知识，主动为资阳市城

市建设建言献策，所写的文章多次获

得资阳市“十大金点子”、“十佳良策”

等荣誉称号。他还用手中的相机讴

歌两个文明建设、资阳建设成就和脱

贫攻坚。

在他的影响下，我也不甘示弱，

先后获得了成都市读书小明星、锦江

区读书活动一等奖、国际少儿书法艺

术优秀奖、成都市“人人讲英语绘本

故事”二等奖、“我的冬奥梦”全国选

拔赛三等奖、锦江区“战疫小能手”优

秀奖、锦江区“我的少先队员证”二等

奖、四川省优秀艺术人才大赛语言表

演三等奖等荣誉称号。

外公一生用饱满的政治热情和

高尚的革命情操，以实际行动绽放出

人生光彩，他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知

识和智慧贡献出来，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为社会作贡献，永远在梦想的路

上前行。就像40多年前，他举起右手

向着党旗宣誓一样，为了共产主义崇

高理想奋斗终身。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从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身上，

我看到了千千万万共产党员的光辉

形象，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我要感谢外公，他用传帮带的好家

风，教会了我做人的大道理，教会

了我从小就要热爱党、热爱社会主

义国家。

红色是好家风的颜色，红色家风

指引我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我

在成长中站得更稳，行得更正，我要把

这份正能量家风传承下去，让优良家

风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发扬光大。

传帮带的好榜样 育新人的好家风
■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五（1）班 陈蓝宝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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