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震后的“一穷二白”，到“举国支援”
让学校“站起来”，再到推进改革以来学校
不断“富起来”，如今的北川七一职业中学
已经步入“由富到强”的历史新起点。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校长李颖认
为，对基层学校来说，通过学习党史和感
恩奋进教育，能激励广大教师昂扬斗志，
让更多羌山儿女走出大山看世界。

对于北川七一职中高一学生刘雨桐
来说，那场地震更多是从父辈那里听来的
故事。2008 年，她不到 3 岁，她的老家北
川县漩坪乡在那场灾难中，淹没在了唐家
山堰塞湖中。

在刘雨桐的叙述中，对于未来，她有
着清晰的目标：“考一所艺术类院校，以后
可以当音乐老师，也可以做一名音乐人，
把美好带给更多人。”虽然对地震没有太
深的印象，但只要走进校史陈列馆，她内
心依然阵痛。陈列馆进门处悬挂着一幅
照片，照片里，原北川职中的学生宿舍在
地震中垮塌，“二楼变一楼”，住在高层的
师生用床单结成“救命绳”，顺绳逃生。

“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用 9923万元
特殊党费对我们学校进行异地重建，这也
是特殊党费用于灾后重建最大的单体项
目。”李颖说，正是有特殊党费援建，学校
重建工作迅速展开，新校舍也于 2010年 8
月31日顺利落成。

“第一眼看到校园，可以用震撼两个
字来形容，很难想象在这么短时间内，就
能建成一座现代化的校园。”刘雨桐说，

“有专业的老师，有专业的琴房，课后还有
汉服、声乐、器乐、演讲、绘画等各种社团
活动。”

灾后重建之后，面对崭新的校舍、先
进的实训设备，北川七一职业中学该如何
发展才能真正“从悲壮走向豪迈”？这个
问题始终萦绕在李颖和老师们心中。李
颖认为，县级职高要“盘活”，首先要解决
学生出口问题，必须调整专业设置，提高
教学质量。

于是，学校把调整后的育人目标挂在
了墙上，“就业有优势、升学有希望、创业
有基础”，以学生“出口”为导向，实现“多
条腿”走路。在这样的思路下，北川七一
职业中学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
的就业、升学、创业，裁撤不适应专业，集
中力量办好旅游服务、汽车维修、民族音
乐与舞蹈等专业，打造“拳头”专业。学校
位于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将办学目标
定位为为民族地区培养“留得住、用得上、
干得好”的实用技能型人才。

近几年，学校老师“拼命三郎”般的工
作状态让李颖特别感动，“大家在学校，几
乎都是小跑状态，每天到了凌晨，办公室
都亮着灯。大家憋着一股劲儿，总想着要
对得起党和国家给学校这么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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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都江堰市七一聚源中学的校门外，
映入眼帘的就是四个鲜红大字：铭记党恩。

在校园里党旗形状的纪念碑上，清晰地
记录着七一聚源中学的援建历史：2008年 5
月 12日，大地震来袭，坐落在都江堰市聚源
镇的聚源中学瞬间变成一片废墟；2008年12
月 17 日，学校在 7000 多万元特殊党费的支
援下开始异地重建；2009年9月1日，占地80
亩、可容纳学生 2160人的新学校投用，并更
名为“七一聚源中学”，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聚八方之爱，汇力量之源。七一聚源
中学是一所凝聚党恩大爱的学校，是汶川大
地震后用中组部特殊党费重建的红色学校，
是一所以党的生日命名的学校。”这段话，校
长付存涛记不清对来访者说过多少次，但他
坚持这是必须介绍的内容。说起这句话，他
总是严肃而坚定，自豪又动情。

中共一大会址的设计风格，四手紧握的
校园雕塑……在七一聚源中学的校园里，处
处都闪烁着红色的印记。走出校门，还会看
到学校铭牌背后的文字：铭记党恩、感恩社
会、热爱人民、报效祖国，“希望每个毕业的
学生，永远记住这句话。”付存涛说。

七一聚源中学日常有很多红色主题活
动，以“薪火传承中国梦、百年奋斗新征程”
红色大讲堂为例，100余场讲座引导学生、家
长、老师传播红色文化。特别是今年以来，
学校开展了内容丰富的“学党史、知党史”系
列活动。

“感党恩，是每个‘聚中’人的思想印记，
党史学习和红色教育就是我们的日常。”七
一聚源中学副校长何永康介绍，学校通过活
动育人的方式，将感恩教育与德育工作紧密
结合，“希望每一名‘聚中’学子心中都能埋
下一颗红色的种子。”

“每位学生进入七一聚源中学，第一堂
课就是学习校史，了解学校的故事。”学校语
文教师李勤谈到，她常常带着学生逛校园，
从“青砖红丝线”的设计讲起，从聚源中学的
历史讲起，而回顾过去的目的，“是为了让学
生更好地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热爱生命。”

“灾后重建，最重要的是心理的重建，学
校的责任尤为重要。”付存涛说，近年来，学
校以教育部重点课题《初中阶段生命教育的
实践与探究》为依托，开展“生命教育”，以心
理课堂教学为主体，心理团辅课为发展，社
团活动课和实践课为延伸，摸索出一套“生
命教育”校本课程模式。

同时，学校将“铭记党恩、感恩社会、热
爱人民、报效祖国”贯穿在日常教育教学中，
构建“3+1+N”式全学科覆盖的红色教育课
程，为学生发展注入独特的精神内涵。

“再唱山歌给党听，幸福的歌儿献给你
……”今年5月7日，一曲曲红歌响彻汶川县
七一映秀中学的校园。这天，学校近千名师
生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学
党史 感党恩 唱红歌”大赛。

“对于七一映秀中学的师生来说，‘党恩
铸魂 艺文修身’的校园文化早已熔铸于我
们的血脉。”汶川县七一映秀中学校长熊作
富说，此次大赛面向全校师生开展，一经发
起，便得到全校师生热烈响应。师生们的热
情，正是学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坚持艺体
特色、内涵发展的成效显现。

近年来，学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
任务，坚持“让每位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的育人目标，希望通过艺体特色办学，给农
村孩子更多出彩的机会。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一周后，七一映秀中
学（原漩口中学）师生迁至西南财经大学、成
都中医药大学、成都医学院过渡办学。两个
月后，在山西爱心人士鼎力帮助下，全校
1000多名师生乘坐火车千里迢迢迁往山西
长治市过渡办学。2009年 9月，全校师生又
返回四川，在汶川县水磨中学过渡办学。
2011 年 3 月，全校师生终于回到映秀镇，开
始了在新校园的学习生活。

走进七一映秀中学的校园，首先映入眼
帘的就是“铭恩广场”，铭恩碑上镌刻着学校
的发展历程。沿着广场深入学校，一条长长
的文化长廊最吸引人的目光。文化长廊分
为“思源”“思贤”“思远”三个主题，师生原创
的十余幅楹联展现学校历史的同时，更记录
下“5·12”汶川特大地震时期学校发生的诸
多故事。

蒋明君，是七一映秀中学团委书记。
2006年，他还是一名漩口中学的特岗教师。
地震发生后，学校师生在渔子溪村临时安
置，回忆起救援直升机出现在头顶那一刻，
他至今仍心潮汹涌，“一下就觉得有希望了，
我们背后有强大的国家。”他说，从那以后，
每当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
歌，内心的感受就愈加不同。他经常把地震
中的故事讲给学生，让孩子们懂得感恩，感
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搬进新校园后，七一映秀中学将校训定
为“饮水思源，自强不息”。地震时，原漩口
中学校园里那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如今
被摆放在学校展柜里。每年 5月，学校给学
生举办十八岁“成人礼”，第一个要去的地方
就是漩口中学地震遗址。“要让学生在缅怀
逝者的同时，懂得并尊重生命的价值与意
义，铭记党和国家以及全国人民援建的恩
情。”熊作富说。

青川县七一高中（青川中学）始建于1943
年 10月，是广元市首批办好的五所老县中之
一，被誉为山区学生成长成才的“摇篮”。近
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全国其他县
中一样，该校也面临师资、生源大量外流的情
况。“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学校先后经历广
元复课、宁夏就学、板房教学、“一校三区、乔
竹分治”的艰苦历程，在特殊党费的援建下，
这所“老县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硬件硬起来了，怎么提升软件？”这个
问题始终萦绕在校长王海元和全校教师心
中。在王海元看来，县中的“塌陷”除了有
一些客观因素，还有学校“内在”的问题：过
去的高中教育过分强调考试和分数，教学方
式上搞“填鸭教学”和“题海战术”，课堂效
率低。

完成灾后重建后，青川县七一高中依托
先进的教学场地和设施设备，提出“双格两
健”的育人思路，即体格健壮、人格健全，实现
学生的个性成长和全面发展。学校因此开
辟、开发了大量艺体、科技、劳动和心理健康
教育的第二课堂和校本课程。

“但这些课程和活动要真正‘落地’，必须
提高课堂效率，把时间腾出来！”王海元说，学
校“学本课堂”的改革由此发端。

“学本”即以学生为本。“必须逐渐把老师
讲的比例降下来，想方设法把学生参与度提
上去！”这是王海元反复在教学工作会上提的
要求。一时间，“提质增效”在青川县七一高
中成了“热词”。

“自从推进了教学改革，慢慢地，老师们
不再像以前那样，满堂讲，而是通过用心设计

课前预习方案，摸清每一名学生的‘底子’，课
中设计自主探究方案，引导学生一步步消除

‘差距’，让学生能举一反三，把知识内化为能
力。”语文教师黄仁义说，课堂教学模式和方
式的改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教师的思维方
式，“站在学生的立场，一切从学生出发。”

“青川是山区，是农村，还是革命老区。
青川县七一高中的学生，80%以上都是来自农
村的留守学生。在青川办教育，肩上扛着的，
是山区农村的未来和希望。”王海元告诉记
者，为了进一步支持学校教师提升教学水平，
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青川县委、县政府近期
正准备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教师的培训和发
展，“未来，青川县七一高中将继续致力于铺
平山里娃的成才之路，以更优异的成绩回馈
社会、回报党恩！”

这几年，三台县七一小学美术教师田玉
梅感觉“忙碌起来了”，她不仅要上好美术课，
还要负责学生社团活动、课后延时服务。虽
然工作任务繁重，但她却感觉“累并充实着”，
因为工作找到了“抓手”、事业找到了兴趣
——教学生剪纸。

“5·12”汶川特大地震中，三台县七一小
学严重损毁，在1500多万元特殊党费援建下，
学校涅槃重生。铭记党恩，学校因此以“七
一”命名。三台县七一小学是三台县办学历
史最为悠久的学校之一，完成重建之后的学
校，开始思考如何办出特色、实现学生的全面
发展。

剪纸是中国民间艺术的一块瑰宝，三台
剪纸历史悠久，独具地方特色，是三台县地域
文化的一张名片。“何不把剪纸引入教学当
中？”三台县七一小学校长王毅说，剪纸不仅
需要学生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更需要在动手

之前完成构思，锻炼学生“手脑并用”的能力，
同时，还能在学生中传承传统文化。

王毅和老师们惊喜地发现，剪纸引入学
校之后，一张小小的纸片上，竟然有许许多多
的育人功能。

“育人功能的发挥，需要指向学生的深度
学习。”王毅说，从营造氛围到引进非遗传承
人，从研发校本课程到支持学生社团活动、开
辟第二课堂……伴随着三台剪纸在三台县七
一小学“扎根”，学校的育人理念和方式也潜
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

在接触到剪纸后，田玉梅被其艺术魅力
深深吸引，她拜剪纸大师兰小奇为师，深度学
习剪纸技艺，并将剪纸融入自己的课堂教学
之中。

“不同时代的剪纸有不同特征，这些文化
内涵，是我们传递价值观念、开展小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田玉梅说，比如传统

剪纸中的花草树木、虫鱼鸟兽，极富生活意
趣，可以以此引导学生关注细节、热爱生活。

如何用鲜活、深入浅出的方式开展小学
生思政教育，一直是小学思政工作的重难
点。近年来，三台县七一小学以剪纸为载体，
将小学生思政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

学校通过开发“家乡的美景”系列剪纸课
程，让学生寻找、发掘最具家乡特色的风土人
情，创作相关作品，教育学生爱国爱家；通过

“抗震救灾”系列课程，引导学生培养知党恩
感党恩的情怀；通过开设“百年党史”系列课
程，让学生把一个个党史故事，变成一幅幅剪
纸，生动直观的“图画”，让中国共产党百年历
程深深扎根在学生心中。

王毅说，师生们不仅要创作剪纸，更要给
身边的伙伴、亲友讲述自己的作品，真正实现
了“用剪纸这一特殊符号，铭记红色故事，传
承红色基因。”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全国共产党员自愿交纳了近百亿元抗震救灾“特殊党费”。四川省有49所中小学校被纳入“特殊党费”援建项目。这
些学校分布在成都、阿坝、绵阳、德阳、广元、雅安等市（州）极重灾县和重灾县，涉及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完全中学、初级中学、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等多
种类型。

如今，十余年过去了，这些建成后挂牌“七一”的学校，都取得了怎样的发展，有哪些办学特色和亮点，开展了哪些感恩行动和德育活动？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本报特别策划“我的名字叫‘七一’”系列报道，回访7所特殊党费援建学校，展示学校新貌和办学成果，表达师生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

今年5月12日，芦山县七一仁加学校举
办“党史我来讲 红色照我心”演讲比赛，《倔强
的小红军》《丰碑》……12个绘声绘色的红色
经典故事被孩子们演绎得惟妙惟肖。近年
来，学校围绕“知党恩 感党恩 学做时代新少
年”的理念，开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文化。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中，该校教
学楼受损严重，随后在1452万元特殊党费的
支持下开始原址重建。如今，芦山县七一仁
加学校共有三幢教学楼，一幢综合楼以及一
个学生食堂，还配备塑胶运动场、风雨球场，
占地面积20余亩，建筑面积8860平方米。

宽敞明亮的教室，不仅安放着干净整洁
的书桌，更配备有最新的智能教学设施。“学
校6个年级6个教学班每个教室都配备电子
白板，全体师生享有 1个科学实验室，1个配
有 20台电脑的微机室，还有专门的录播室、
音乐教室、美术教室、舞蹈室、心理咨询室、
图书室、阅览室。”校长朱清遐介绍。

作为特殊党费重建的学校，未来要怎样
在这片党恩浇灌的土地上长出新的教育果
实呢？

学校首先从校园文化上下功夫。推开
校门，一块鲜红的“戊子抗震救灾党员交纳

‘特殊党费’碑记”纪念碑被绿植簇拥，昭示
学校的红色基因。教学楼里，红色文化长廊
成为学校的亮丽景色。学生抬头可见从一
大到十九大的历次党代会场景，“学党史，更
能深深体会党的恩情。”老师们感慨。

为培养孩子从小热爱劳动、劳动教人成
长的优良品质，学校鼓励学生在班主任、科
任教师的带领下前往芦山县学生劳动教育
基地参加劳动锻炼。今年3月，学校59名学
生被分成三组，在劳动基地分工体验除草、
施肥及浇水等农活。

“通过劳动，学生们不仅培养了热爱劳
动的好习惯，更能理解父母辛苦工作的不容
易，明白劳动是一种奉献，更是一种分享。”
学校六年级班主任王艳萍老师发现，孩子们
通过学校的感恩教育和劳动实践，向家里要
零花钱的同学少了，食堂吃饭浪费粮食的同
学没有了，主动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的孩
子多起来了。

作为学校红色教育的重要内容，今年 4
月，石家沟红军司令部旧址成为学校“红
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学校还请来芦山县
党史办主任给学生们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意
义与精神……一双双草鞋、一个个老红军战
斗的故事，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国家强大了，人民才安全！”
六年级学生在研学结束后，
在笔记本上认真地写下
了感受。

什邡市七一中学是由“特殊党费”全资援
建的一所普通高中。2009年 10月开工建设，
2010年 8月交付使用，总投资 9640万元，占地
135.67亩，学校现有在校学生 2400多人（含青
海玉树什邡班学生）。十余年，学校教育质量
连连攀升；学校以红色文化育人，让师生在感
恩中奋进，回报社会。

回忆起多年前的一个细节，校长赖绪云
至今感动。2013年 4月 20日，雅安市芦山县
发生地震。当晚，有学生找到赖绪云，想要为
芦山捐款。学生自发的行为让他十分感动，
当晚就组织全校师生捐款。最后，七一中学
的捐款占什邡市教育系统捐款的三分之一。

“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在“特殊党费”
全资支持下，原雍城中学、洛水中学、云西中
学三所学校的高中部整合成一所新学校——
什邡市七一中学。2009年 10月开工建设，经
过一年建设，一所耗资 9640万元的现代化标
准学校屹立在师生面前。

“有特殊党费援建的背景，我们要通过校
园文化建设，使学校成为全国共产党员心中
希望的样子。”赖绪云说，“感恩立校 红色树
人”成为学校的办学理念。

跨入什邡市七一中学的大门，“红色”扑
面而来。七一广场上的党旗雕塑，操场旁的

“特殊党费”援建碑记，校园一侧的党史峥嵘
艺术墙；几条主路被命名为“信念路”“践行
路”“励志路”，展示党的光辉历史和学生党史
学习内容；党恩林有全国党代表亲手种下的
银杏，得到师生精心呵护；学校陈列馆中，有

“回眸党史 感受伟大”专区，有抗震救灾史；学
校楼宇道路和社团的命名均赋予红色标签
……每面墙壁都会说话，每个角落都能育人。

建好的环境如何用也很关键。学校以红
色文化教育为主线，加强德育教育，开展“红
色校园文化学习周”，定期举办红歌演唱会，
自编红色校本教材。《承志传薪》校本课程已
经成为学生的必修课。

高一入校后，进行爱党情感培养；高二则进
行“铭记党恩，永跟党走”的人生理想和信仰追
求教育；高三重点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培养。

教学上，学校除了通过教学科研促进教
师专业成长外，把支部建在年级上，以党建为
引领，发挥党员的先锋示范作用。副校长、高
一年级党支部书记陆恒介绍，高一党支部现
有 23名党员教师，除了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
动和常规学习外，还要开展党员教师读书分
享会、党员教师示范课。

2015年，学校开始承办“玉树班”，接受青
海玉树震区学生。考虑到民族习惯差异，学
校专门为班上配备了责任心强、业务素质高
的优秀教师团队，设立了“双班主任”管理机
制。文科班班主任梅桂花坚持每天早上带

“玉树班”学生跑步。刚开始学生在汉语拼音
上有难度，她“一遍不行就教十遍”。学校还
组织“玉树班”研学旅行，参观成都熊猫基地、
都江堰等，领略四川文化。

如今，第二届“玉树班”刚刚毕业。梅桂
花和老师们相约，还要继续搭班，将“玉树班”
继续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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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市七一聚源中学

凝聚党恩大爱凝聚党恩大爱 面向更好未来面向更好未来
汶川县七一映秀中学

党恩铸魂党恩铸魂 艺文修身艺文修身

铭记党恩铭记党恩 砥砺奋进砥砺奋进
——四川省“特殊党费”援建学校深情感党恩永远跟党走

青川县七一高中 铺平山里娃的成才之路铺平山里娃的成才之路

三台县七一小学 剪纸深处觅初心剪纸深处觅初心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

让更多羌山儿女走出让更多羌山儿女走出
大山看世界大山看世界

什邡市七一中学
感恩的种子在师生中发芽生长感恩的种子在师生中发芽生长

芦山县七一仁加学校

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争做时代新人

什邡市七一中学的“铭记党恩”雕塑 汶川县七一映秀中学校园新貌

芦山县七一仁加学校校长朱清遐给学生介
绍党史知识

青川县七一高中校长王海元给学生介绍
学校由来

三台县七一小学学生在主题班会课上举手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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