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如何
用好这本鲜活教材，将丰富的党史资源转化为直
入人心的育人力量？金水区银河路小学党支部
在党建品牌“红旗渠精神引航 党徽照亮银河”的
引领下，开发了基于银河路小学少先队员实际的
《童心向党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党史课程。

党史学习，重要的是在学生心中种下一颗热
烈而赤诚的种子。深入课堂、延展校外，促进党、
团、队一体化协同发展……作为学校首门党建品
牌建设引领下的校本思政课程，该课程力求实现
党建品牌的建设，扎根教学教育实际，同时，党、
团员立足岗位，走在前、做表率，深入课程研发、
引领课程发展，服务少先队员政治素养的成长，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据悉，该课程依托《写给青少年的党史》为教
材，选取其中 12个主题进行课堂教学设计，以通
俗化、大众化的故事情节，生动鲜活、引人入胜，
让学生了解党的发展史，为青少年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指明正确方向，以喜闻乐见的教学
设计和课堂风格，激励广大青少年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每周推荐 5首红色歌曲，并介

绍歌曲产生的历史背景及词曲作
者，以歌唱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弘扬长征精神，重温燃情
岁月。该校通过党团队一体化建
设，邀请党、团员教师向少先队员
推荐优秀纪录片，让孩子们在纪
实性的作品中，了解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中国发展历程，传承红
色基因，培养爱党、爱国的真挚情
怀。学校分年级开展学党史、学
国史活动，与各学科教学内容充
分融合，利用先进教学技术，整合
教育资源，通过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英雄模范事迹的教育，从小培养青少年热
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对全
校师生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不仅是
一段光荣历史的最好总结，更是一段辉煌历程的

崭新起点。
在该校，课程的开发与传授在全校同步开

展，边学边思边修订，在培养学生爱党爱国情怀
的同时，不断引导教育学生坚定远大理想，以实
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新人。

银河路小学 党史课程引领童心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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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生命终结于九岁，也升华于九岁，灿烂
于九岁。你放飞蝴蝶的一瞬，已凝固成中国人热
爱生命和追求自由的经典……”在金水区南阳路
第二小学红色故事汇现场，学生们通过讲述红色
故事，弘扬革命先烈丰功伟绩，缅怀红色历史，追
忆峥嵘岁月，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
发奋学习，为祖国增光，为时代添彩。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国
共产党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从开天辟地到新
天新地，从革命到执政，从解放到复兴，整整一百
年，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奋斗史诗。为回顾党的奋
斗历史，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南阳路第二小学以落实五育并举为实践载体，深
入开展“爱你无限‘＋’，十个一百”系列主题活动。

红色故事汇是学校“十个一百”活动之一——
百名队员讲百个红色故事。每周一下午的队会
时间，学校分年级开展红色故事汇活动，同时，充
分发挥党带团、团带队的战斗堡垒作用，引领党
员、团员教师开展红色故事汇，举办亲子红色故
事汇，激发大家的爱党爱国情怀。

除此之外，百名队员唱百首红色赞歌，利用
音乐课和课余时间，教学生唱红色赞歌，结合班
级合唱比赛，开展红色歌曲传唱活动；百名队员
绘百幅红色画卷，面向全校学生征集红色绘画作
品，组成百米画卷并展出；百名队员读百个红色
故事，利用校园广播站、升旗仪式、主题班会等向
学生推荐百本红色经典书籍，引导学生阅读；百
名队员做百件爱党好事，用实际行动彰显并宣传
新时代好少年精神；百名队员诵百首红色诗歌，
带动学生感受诗文之美；百名队员看百部红色影
片，让红色经典电影进课堂；百名队员访百处红
色遗址，开展“走进母亲河 红领巾当好守护人”

“寻访二七纪念堂”“走进国防教育基地”等实践
活动，结合研学课程，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弘扬
民族文化，传承红色精神；百名队员摄百张红色
作品，利用假期，邀请学生用手中的手机、相机，
拍下积极向上、风格独特、个性鲜明、富有时代感
的红色摄影作品，并举办摄影展；百名队员写百
张红色书法，让学生在享受书写快乐的同时，学
习红色文化，树立远大的抱负和深刻的历史使命

感。学校通过一系列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实践
活动，充分利用红色教育资源，激发学生爱国主
义情怀，引导学生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励志
为报效祖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读书。

用画笔描绘多彩童年用画笔描绘多彩童年

“1997年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担任
小学教师，希望能够为家乡教育事业尽
一份力。”从一名普通的数学教师到兼
管学校德育、后勤、教研等工作，再到教
学副校长、校长，周军红在育人热土上辛
勤耕耘、倾情付出，用爱与责任践行教书
育人初心，书写党员担当。

这里是周军红从小成长的地方，也
是她教书梦想启航的港湾。“家乡养育了
我，无数恩师培养了我，当时我就决定，
要像我的老师一样，扎根农村一线，潜心
育人，助力乡村孩子追逐美好未来。”从
教 24年来，周军红把一腔热血抛洒在这
所乡村小学。

作为学校的“大家长”，她致力于把
娄庄小学创办成一所教师幸福、学生开
心、家长满意的老百姓家门口的合格农
村学校。“教师是乡村教育发展的根基。
为促进教师专业水平提升，我们开展了

‘种子教师计划’，通过阅读、教研、三笔
字、‘微课’等多种形式带动教师快速成
长。其中，在教研方面，定时间、定主题、
定内容，每周定期组织教师交流分享教
学经验，并通过课例观摩，吸收优秀教师
教学方法，及时梳理总结、落地实践；为
扎实专业功底，学校建设了‘书法广场’，
师生每天利用课下时间进行粉笔字、钢
笔字、毛笔字练习，共同成长。”周军红还
积极推动校内公开课常态化，鼓励教师
主动参与进来，及时改进教学方法，提升
教学质量。

同时，她坚持以身作则，每天一早
到校，进行“阅读打卡”，并带领教师共
同阅读，分享读书笔记，充实自我。如
今，在她的努力下，教师队伍专业实力
迅速提升，进一步增强了队伍精气神、
凝聚力。

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
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周军红还鼓励教师积
极打造特色社团，探索创新社团活动，让
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社团中磨练意志、
收获成长。“现在，我们的剪纸特色社团
开展得如火如荼，除了日常社团活动和
参与各项展示比赛之外，我们还将剪纸
艺术融入课堂，渗透到每个班级，并针对
年龄设计不同的课程内容，让孩子感受
艺术美好，提升审美能力，增加乡村孩子
自信。”周军红介绍，在校园一角，学校还
专门开辟了特定区域进行劳动教育。每
个班级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地，让学生
可以在这里种植，并开展种植成果和保
护情况评比，在提升团结协作能力的同
时，体验播种的辛苦，感受劳动的乐趣。

从教 24年来，周军红是娄庄小学发
展蜕变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近年来，
课堂教学设备由一支粉笔变成了个性多
元的多媒体；学校操场从泥泞地面变成
了塑胶操场；教职工也住进了宽敞明亮
的新宿舍，有了温馨舒适的‘教工之
家’……”看着学校一点一滴的变化，周
军红表示，将继续不遗余力，扛起责任担
当，为乡村小学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微
薄力量。

2021 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这一百
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
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
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
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
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
鼓舞斗志、明确方向，党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
信念、凝聚力量，党的实践
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
慧、砥砺品格。

百年党史，生动记录
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
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
向胜利的光辉历程，蕴含
着十分丰富的思想资源、
实践智慧和精神力量。党
史学习和经典著作阅读，
对于学生人格的塑造、世
界观的形成，都将起到决
定性的作用。

心有所信，方能远
行。为使青少年一代继承
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提
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处理
实际问题的能力，我市众
多学校打造丰富课程，开
启多元活动，梳理百年来
艰辛的奋斗历程，带领师
生走进百年党史中最鲜
活、最生动的部分，引领师
生进一步坚定心中的使
命，以更加昂扬姿态开启
新的征程，在筑梦路上奋
力前行。

本期开始，我们将一
一走进这些学校，看他们
如何精心打磨、诚心讲述，
引导青少年把对党的敬仰
和感动转化为爱国之心、
报国之情、强国之志。

学党史强信念育新人

美好教育美好教育行有力量行有力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周娟娟

南阳路第二小学 红色教育激发爱党无限“＋”

本期社团:龙华小学油画社团

构图、造型、色彩运用……在郑东
新区龙华小学的莫奈·印象油画社团，
老师耐心传授油画知识，引导学生描
绘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油画作品。

这里是学生欣赏艺术、了解艺术、
创造艺术的美术天地，也是孩子们施
展自己业余爱好和“张扬”艺术个性的
大舞台。“通过美术鉴赏以及美术知识
与技能技巧教学，带领学生进行个性
化、创造性的学习，让学生的美术创造
能力得到更好的发展，了解更多美术
知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观察能力和
创新思维能力，培养健康的审美观念
和审美能力，达到陶冶情操、完善人格
的目的。”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

课余时间，该社团还经常组织开

展丰富多彩、富有特色的社团活动，通
过绘画比赛、作品展览等形式，让学生
大胆实践，展现创意风采。

如今，在学校支持和师生共同努
力下，该校油画社团发展迅速，已成
为学校的“明星社团”。在这里，孩子
们能学到专业的油画知识，提升艺术
气 息 ；自 由 施 展 自 己 的 才 华 ，发 挥
个 性 创 意 ，收 获 满 满 成 就 感 ，绽 放
自 信 光 彩 ；在 拓 展 兴 趣 的 同 时 ，和
更 多 趣 味 相 投 的 小 伙 伴 一 起 快 乐
成长。

据介绍，下一步，该校还将围绕社
团特色，积极举办美术展览、知识竞赛
等活动，搭建分享交流、总结学习平
台，让油画艺术魅力在校园绽放。

坚守热爱
润心启智

学生在课堂上认真作画学生在课堂上认真作画

油画社团老师对学生进行作画指导油画社团老师对学生进行作画指导

→郑东
新区龙华小
学迎元旦油
画展

南阳路第二小学学生南阳路第二小学学生
讲述红色故事讲述红色故事

银河路小学学生多元课程学党史银河路小学学生多元课程学党史

“培根铸魂、启智润心，这是教
育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怀抱着对
教育事业的热爱，我将继续坚守在
乡村教育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作用，为创办教师幸福、学生开心、
家长满意的乡村学校贡献力量。”
——郑东新区杨桥娄庄小学 周军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