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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田明通讯员黄振英王
清莉胡卓）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传

承红色基因，勇担职责使命，按照郑州黄

河护理职业学院党委部署，4月16日，郑

州黄河护理职业学院院长刘芳在该校图

书楼会议室以“纪念抗美援朝，牢记初心

使命”为主题，为学校教务处、助产系、第

一党总支、第二党支部的党员以及部分学

生入党积极分子讲授了专题党课。

今年是该院首任理事长刘鼎业参加

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刘芳本次党课所

选择的主题，正是基于刘鼎业同志参加抗

美援朝的亲身经历及其对抗美援朝意义

的深刻理解。刘芳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

朝作战为国捐躯的一组数字说起，分别从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深层原因”“纪念抗

美援朝战争的现实意义”和“我们身边的

抗美援朝英雄——刘鼎业同志”三个方面

进行讲述。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上，重温中国人民志愿军建立的不

朽历史功勋，致敬志愿军将士，对于激励

和动员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斩棘、

奋勇前进，以及传承红色基因具有重大意

义。”刘芳说。

刘芳介绍了学院首任理事长刘鼎业同

志不怕牺牲，积极报名入朝，在抗美援朝战

场上，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的真实事

迹。刘芳通过对当时中国历史背景的讲

述，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娓娓道

来，带领大家重温了那段硝烟弥漫、荡气回

肠、捍卫和平的战争年代。刘芳说：“还有

我们身边的河南医科大学（郑州大学医学

院前身）老前辈们，他们用青春之躯撑起了

民族的脊梁。”

党课内涵丰富，通过互动式的讲授，让

在场的师生对抗美援朝战争都有了更深刻

的了解，并深感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

易。师生们纷纷表示，要从自身做起，从细

节做起，通过学习历史、思考未来，将爱国

主义融入工作、学习和生活当中；要发扬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为国为民、舍生忘死

的大无畏精神，强化担当意识，做好本职工

作，以实际行动向保家卫国的英雄们致敬，

向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

□本报记者田明通讯员刘福奎陈昆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永城职业

学院紧紧围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探索

创新学习方式，扎实推进，创新学习方

式，通过多形式课堂教学活动掀起全院

师生学习热潮。

行走的课堂行走的课堂
让党史学习教育动起来

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丰富学

习形式，该院先后两次组织全院团学干

部代表、学院中层以上干部及党员代表

赴永城淮海战役陈官庄纪念馆开展“追

寻红色足迹 缅怀革命先烈 争做时代新

人”主题教育活动及“学党史、忆先烈、守

初心、担使命”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

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向烈士纪念碑敬献

了花篮，在淮海战役纪念碑前，面对鲜红

的党旗重温了入党誓词，瞻仰了淮海战

役烈士纪念碑，随后，参观了淮海战役纪

念馆。该院党委委员、组宣部部长、人事

处处长刘福奎强调：“在新时代奋进新征

程，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继承先烈遗

志、赓续先烈们的精神血脉，鼓荡起更加

高扬的精神风帆。”参加主题教育活动的

共青团员李卓然说：“通过‘行走的课

堂’，深受震撼，倍感振奋，加深了对这段

历史的了解，进一步理解了和平生活的

来之不易。”

沉浸式的课堂沉浸式的课堂
让党史学习教育火起来

“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深入学习党

史，才能从百年奋斗党史中增强信念意

志，从波澜壮阔的党史中激发开拓奋进

的动力，党员干部要从党的百年光辉历

史中坚定初心使命。”永城职业学院党委

书记陈晓峰表示。

为进一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该院已先后开展了党委理论中心组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会、领导干部党史学

习教育专题党课、党委理论中心组“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读书班研讨

会、专题辅导报告会等。该院始终坚持

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扎实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多样化的课堂多样化的课堂
让党史学习教育亮起来

永城职业学院着力抓好在青年学生

群体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创新教育形

式、载体，用大学生话语体系讲党史，以

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党史、学习

党史，并定期组织师生集体观看党史专

题片，以视频为载体，让参加者受到精神

上的洗礼、心灵上的震撼，并在观影后及

时召开交流会，交流、分享所感所思。通

过创新“党史+艺术”的方式，开展“礼赞

建党百年，矢志为党争光”主题朗诵比

赛、庆祝建党100周年红歌吟唱比赛、线

上党史知识竞赛活动等系列文化活动，

让广大师生在创作表演过程中感受红色

文化，让学生在多样化的课堂上“动”起

来，在学习中感受、在感受中学习，形成

学习党史的浓厚氛围。

目前，永城职业学院正以“把握大势

抓机遇、胸怀大局担使命”的劲头，结合

“我为师生办实事”实践活动，以习近平

总书记对职业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

导，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学院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本报讯（记者田明 通讯员党江华）

为学习革命英模事迹，弘扬革命精神，

激发党员干部的工作热情，进一步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4月25日，安

阳工学院后勤管理处党总支组织开展

“学党史、践行动、讲好英模故事”主题

党日活动，学院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

子参加活动。

活动中，后勤管理处各党支部党员

代表依次上台讲述革命英模故事，并分

享个人的学习体会。祁勇花讲述了抗日

英雄左权将军的“一封家书”的故事，体

现了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程晓阳讲述

了陈毅元帅创作《梅岭三章》的故事，体

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坚定的革命信仰；后

勤管理处副处长侯永强讲述了对越自卫

反击战中牺牲的烈士故事，体现了烈士

们誓死捍卫国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安阳工学院后勤管理处党总支书

记王福海强调，广大党员要在学习党史

中感悟初心使命，把学习效果转化为工

作动力，在后勤岗位上发光发热，用心

做好各项后勤保障服务工作，为推动学

校各项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田明 通讯员宣正群
刘娜）为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充分展示青

年风采，鹤壁能源化工职业学院参加了

由共青团鹤壁市委、鹤壁市青年联合会、

鹤壁市创城办联合推出的鹤壁市“建党

百年·青春出彩”大型宣传片《国家》MV

的参演工作，此次参加演出的共有29名

学生。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29名学生自

愿放弃休息时间，在学院指导教师的带

领下，加班加点认真排练，拍摄活动于4

月10日圆满结束。同学们表示：有机会

参加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既锻炼了自

己，又增长了见识，特别是对一些党史、

国史有了更深的了解，尤其当音乐响起

来时，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感和自豪感油

然而生，要坚定信念、积极作为，以优异

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本报讯（记者田明 通讯员滕
思远）近日，河南省电化教育馆、

郑州商贸旅游职业学院庆祝建党

100周年党建“手拉手”活动启动

仪式，在郑州商贸旅游职业学院举

行。

为创新党建工作形式，促进学

校思想政治工作走深、走新、走

实、走细，河南省电化教育馆党总

支和郑州商贸旅游职业学院党委

共同研究决定，将借助全省教育信

息化平台共同开展党建模式创新

实践探索，促进党史学习教育进校

园、进课堂、进头脑。

在仪式上，郑州商贸旅游职业

学院董事长席青慧、党委书记李普

涛首先就学校的办学情况和党建工

作情况分别做了全面介绍。河南省

电化教育馆馆长史先进，介绍了河南

省电化教育馆创建省级文明单位和

利用互联网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具

体做法和先进经验。

双方一致认为：要制订结对共建

实施方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着力解决支部创建、党建发展等各方

面的热点问题，共同创建学习型、服

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实现馆院共发

展的效果。

随后，河南省电化教育馆馆长史

先进代表河南省电化教育馆和河南

省现代教育技术研究院向郑州商贸

旅游职业学院党员教育室捐赠了两

套价值二十余万元的党员电化教育

设备。

本报讯（记者田明 通讯员金宜
洛翟思源张迪）“一条游船，劈开了

南湖的波浪，十几个热血青年，在运

筹一个红色的理想……”4月21日下

午，在洛阳师范学院大学生艺术活动

中心内，一堂气势恢宏的“诗词中的

百年党史”专题党课正在进行，一首

首荡气回肠的经典诗词带领在场听

众从激情澎湃的诗歌中，重温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前行的

伟大历程。

专题党课上，该校青年教师冯

夏、陈冠霖、季山钧、石琳琳担任主讲

人，以党史为线索，采用以诗讲史、以

诗证史、诗史结合的朗诵演绎形式，

围绕“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

地”“惊天动地”四个篇章，深情讲述

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党史知识。《红船，

从南湖起航》《祖国，我回来了》《七子

之歌》《走向复兴》……一首首饱含满

腔热血的诗词，或慷慨激昂，或抑扬

顿挫，深情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

阔的百年发展史。

该校党委副书记宋文献表示，学

校采用“党史学习教育+艺术实践”

的方式，旨在通过营造浓厚氛围，以

丰富多样、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激

发广大党员参加党史学习教育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让党史学习教育接地

气、有人气、入人心、有实效。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时
文峰）四月的校园，百花竞放，红旗飘

扬，到处涌动着党史学习教育的热

潮，淅川县荆紫关镇第一初级中学的

师生们也正从党史中汲取着奋进力

量。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只有学

好党史，才能洗涤心灵之尘、补足精

神之钙、激发奋进之力。为此，该校

专门成立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制

定党史学习教育计划，结合本地红色

文化，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社会实践

活动中，组织全体师生走进革命纪念

馆，重温英雄事迹，寻访红色标记，汲

取党史精髓，传承红色基因。

以“庆建党百年，喜迎建校40周

年”为主题的征文、评优、庆“七一”等

系列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4

月20日，该校校长时新芳介绍，通过

这些活动的开展，旨在让全体师生铭

记学校40年来的辉煌历程，让师生

精神受到洗礼、心灵受到震撼，从而

树立“校兴我荣，校兴国强”的坚定信

念。

为更好地传承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艰苦奋斗的精神，该校把劳动

教育作为德育工作的重头戏来抓，紧

紧围绕劳动纲要，让学生动手实践、

出力流汗、磨炼意志，培养学生正确

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真正

把党史学习教育转化为开创德育教

学的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田明 通讯员王琪
宁爰懿）4月21日，郑州财税金融职

业学院院长程慎以“开天辟地撑起

救国大业”为题，为该校会计学院信

息管理专业的学生讲授了一堂精彩

的党史学习教育课。

程慎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

开启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传播、“南陈北李”发起建党、工农

革命曙光初照等五个方面，详细阐

述了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远大的

理想抱负，有深切的为民情怀，有勇

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才能带领中国

人民取得巨大成功。

程慎强调，“以史为镜，可以知兴

替”。历史是现实的根源，是最好的

教科书和营养剂。他勉励在座的同

学们，要认真学党史，学会用历史眼

光和维度去思考问题，从中领会党的

初心和使命，记于脑、刻于骨、融于

行，将革命先辈的精神世代传承下

去，为第二个“百年目标”贡献力量。

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做到知史

爱党、知史爱国，真学真信、躬身力

行，在学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以青

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中国！

郑州黄河护理职业学院院长刘芳讲授专题党课

学习身边英雄 传承红色基因

永城职业学院创新教学模式

党史学习教育动起来火起来亮起来

鹤壁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29名学生参演建党百年宣传片MV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在学史中领会党的初心使命

郑州商贸旅游职业学院

举行党建“手拉手”活动

洛阳师范学院

读红色诗词 忆红色岁月

淅川县荆紫关镇一中

潜移默化学党史 德育教学入人心

近日，济源市沁园

中学举行了主题为“运

动青春 献礼百年”春

季田径运动会。运动

会开幕式上，同学们精

神抖擞，步伐铿锵，充

分展示了青春魅力。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

奋力奔跑，勇于挑战自

我，展现了健康阳光的

精神风貌。

本报记者李东辉通讯

员李战兵姚丽娜摄

安阳工学院

开展“讲英模故事”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辛
泽旺 翟玉飞）4月12日，省教育厅教

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电脑捐赠仪式

在邓州市夏集镇一中举行，现场为

夏集中心学校捐赠50台价值 26.7

万元的电脑。省教育厅教育技术装

备管理中心副主任孙艳红、图书及

文科装备科科长孟凡奇、河南省国

育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水洪

波及邓州市教体局、夏集镇主要负

责人参加了捐赠仪式。

孙艳红在讲话中表示，多媒体电

脑作为现代化信息化的教学用具，具

有全方位的感官效果、便捷化的使用

手段、大容量的信息交流等独特优

势，对促进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学习

兴趣、提高教学效果起到不可替代的

作用。她期望夏集镇中心学校加强

学校管理和教师队伍建设，推进教学

改革，管好用好这批电脑，充分利用

多媒体电脑的独特优势，提高教育教

学效率。

今年以来，夏集镇中心学校坚持

把党史学习教育与乡贤联络工作相

结合，联络该镇岗上村乡贤程飞，积

极与河南省教育厅教育技术装备管

理中心沟通，为夏集镇中心学校捐赠

50台电脑，取得了“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的实效，解决了夏集

镇中心学校办公电脑不足的难题。

截至目前，全镇共有1000余名乡贤

捐款捐物，累计总价值400万元，为

夏集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捐赠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围绕

高效利用多媒体电脑培养学习兴趣、

提高教学效率、深化教学改革、提升

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进行了座谈交

流，并提出了前瞻性、指导性、可行性

意见和建议。

省教育厅
学史力行办实事
捐赠电脑见真情

郑州黄河护理职业学院院长刘芳

胡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