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30 日，全省高校“诵读红
色家书 讲述英烈故事”巡演南昌
站活动在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举行。巡演集中展示全省大中小
学开展“诵读红色家书 讲述英烈
故事”比赛活动的成果，自 2018 年
4 月份开展以来，已在全省各地各
校巡演 30 场次，直接参加比赛和
展演巡演的人数超过 10 万人。

“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
早日成功！”巡演现场，江西外语
外贸职业学院的师生们满怀深情
地诵读了杨开慧在被捕前写给毛
泽东的家书。信的字里行间袒露
出对丈夫刻骨铭心的爱，对膝下
孩儿的深深眷恋和对革命情谊的

动情追忆，台上讲得如泣如诉，台
下听得泪水模糊。

“哎呀嘞，不怕那热浪浓雾风
雨狂，你几晓得同志哥，格是革命
斗志冲云霄！”一阵欢快的客家
山歌在舞台上唱了起来。这是
于都县城关小学五年级学生冯
馨怡带来的钟生贵孜烈士一路
长征一路歌、把客家山歌唱到了
陕北的故事。11 岁的冯馨怡是
红 军 后 代 ，作 为 一 名 志 愿 讲 解
员，她已累计为全国各地游客讲
解近 300 小时。

《红军班长马奕夫》《杀不尽
头颅流不尽鲜血——邓贞谦狱中
绝笔书》《20 岁的他们和 20 岁的

我们》…… 一篇篇红色家书诵
读，展现了革命先烈的家国之爱
信仰之美；一个个红色走读分享，
彰显出当代学子的爱国之情奋斗
之志。全场 11 个节目构成了一
堂生动的思政大课，将信仰、信念
和担当传递到学子心中。

红色记忆书法、红色海报、红
色剪纸作品……场外，江西省高
校“红色走读”优秀作品巡回展吸
引了大批观众观看。去年暑期以
来，全省高校创新开展“红色走
读”活动，共提交走读成果近 8 万
件，制作了包含动漫、H5、诗歌、
短视频等各种形式在内的优秀作
品 13407 件。 （李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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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做法 好经验 好成果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党委谋篇布局，精心部署持续发
力，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师生日常教育、融
入学院事业发展、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抓
住党委、总支、支部、党员、团员五个主体，

“请进来”讲、“走出去”悟、“沉下去”研、“立
体式”学，立足“五好”促融入，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求实效走前列。

做好党课宣讲。以“三百”（上好百场党
课、讲好百个故事、办好百件实事）“五红”
（红歌合唱大赛、红色家书诵读比赛、红色文
化知识大赛、红色历史图片展、“红色班级”
创建）活动为载体，积极构建“党课+宣讲+活
动”党史学习教育体系。发挥优秀党员、优
秀教师、优秀辅导员、优秀学生干部的示范
带头作用，讲好“百场党课”“百个故事”，营
造领导带头、全员共学的浓厚氛围。各党支
部制定党课和宣讲计划表，全院计划宣讲专
题党课共计 110 余场、“红色故事”220 余个。
先后邀请新四军老战士胡琏先生、红军后代
罗合毅同志、江西省社科院庞振宇研究员、
江西省委党校黄德锋教授做专题宣讲。开
展“讲好入党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交院五老
说系列活动、“我心向党”党史故事讲述大赛
等，构建了“班子讲 总支讲 党员讲 学生
讲”的宣讲圈层。青年学生开展“学党史 强
信念 跟党走”党史知识竞赛，“唱支心歌给
党听”班级合唱活动、“红歌颂党恩 奋斗新
征程”红歌合唱比赛等，真正做到以赛促学、
以赛促行。

用好红色资源。先后组织师生党员前
往江西瑞金、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江西革

命烈士纪念堂、方志敏烈士陵园、省图书馆、
省博物馆等地，将“红色走读”活动与主题党
日活动相结合，讲好家门口的党史故事，引
导党员干部学好百年党史、坚定理想信念，
让党史学习教育可观、可触、可感。利用假
期开展“探寻革命足迹 追寻红色记忆”红色
打卡活动，通过朋友圈“打卡”，展示形式多
样的党史学习足迹。师生录制献礼建党百
年MV《追寻》，唱支山歌给党听，用深情歌声
唱出“永远跟党走”的青春誓言。在井冈山，
举办青年骨干红色文化实践教学活动，通过
现场教学、拓展实践及“四史”知识快问快答
等多种互动式教育形式，多元化体验红色经
典活动，激发青年学子党史学习热潮，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学好“四史”教育。深化以党史为重点
的“四史”学习教育，打造思政“立体大课
堂”，将“四史”教育和“建党百年”等主题融
入思政课，持续广泛开展党史主题班会，开
设百年党史教育选修课，组织收看“四史”思
政大课、“同上一堂党史课”，将“四史”教育
融入专业课堂教学各环节，播撒红色火种，
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思政教师团队深
入“爱心厨房”“四好农村路”及美丽乡村开
展“一线课堂”活动，把更多一线素材融入思
政课堂，增强思政课育人实效，让青年学生
把党史看在眼里、听在耳边、记在心上。组
织编写党史应知应会知识点、百个党史故
事、百首红色歌曲等学生辅助资料，学思践
悟达到党史学习教育全覆盖。青年理论学
习小组通过参加专题讲座、开展读书分享
会、撰写心得体会等方式，把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转变成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思想
武器。学院《汽车营销》课程入选教育部课
程思政示范项目。

抓好宣教平台。打造“人才培养+”，把
党史学习教育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相结合，
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党校举办第五十四期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班；团委举办青马工
程“交院之星”第十一期大学生骨干培训班；
学生工作处开展《向国旗敬礼暨唱支心歌给
党听》活动，激发师生爱国情感。开创“多媒
体+”，充分利用智慧云、校报、广播站、网站、
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广大师生喜闻乐
见的媒介形式，使党史教育融入日常，让党史
学习教育“潮”起来。团委在“青交家园”推出

“青听·党史故事”系列节目；广播站播放红色
歌曲，播报《党史论述》《百年党史》等系列栏
目；图书馆开展线上学习打卡活动，丰富学习
体验；各基层党总支开设“党史天天读”“重温
红色故事”等栏目，开展“网上重走长征路”活
动，追忆峥嵘岁月。利用智慧云平台开展课
前课后红色教育，达到宣教全覆盖。

办好民生实事。将解决师生“关键小
事”作为学院“头等大事”，班子成员带队深
入一线进行“我为群众办实事”专题调研，举
办“我与校长面对面”座谈会，聚焦岗位职
责、学院发展、师生需求，听真声音、挖真问
题、找真“药方”，从校企合作、招生就业、创

新创业、队伍建设、专业发展、教学管理、后
勤保障、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入手，征集师生

“急难愁盼”问题，破解困扰学院发展的难
题，共收集问题 271 条，提出具体措施 155
条，梳理工作任务清单 140 件，已办结 57
件。其中，开展违规外卖电动车、电信网络
诈骗专项整治、“我为建档立卡家庭毕业生
就业一对一帮扶”志愿服务等活动，重点解
决校区电力增容和学生宿舍安装空调等师
生“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将“我为群众办实
事”办到师生心坎上，以实际行动和工作成
效开创学校事业发展新局面。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做好“规定
动作”，创新“自选动作”，教育引导全院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学好百年党史、传承红色
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将党史学习教育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相融合，凝心聚力开启高水平高职院校建
设新征程，为建设交通强省提供强有力的
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以优异的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黄绍舒/文 官海兵/摄）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立足“五好”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求实效走前列
用音乐讲党史 以歌声悟初心
九江学院创新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6 月 11 日，九江学院机关党委和学校艺术学院
联合开展“用音乐讲党史 以歌声悟初心”主题党日
活动。

活动在讲述冼星海和《黄河大合唱》创作故事中
拉开序幕。伴随着钢琴伴奏《黄水谣》，四名党员深
情朗诵《黄河大合唱》歌词，观众仿佛听到了黄河在
怒吼、在咆哮，仿佛看到了人民在抗争、在奋斗，感受
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随后，讲述《唱
支山歌给党听》背后创作和演唱的故事，把观众拉回
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体会到翻身得解放的群众对
新中国和共产党由衷的爱戴之情。情景剧《春天的
故事》，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
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南巡故事为背景，演绎了三位投
身特区的艺术工作者，有感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
了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教师党员深情地演唱《春天
的故事》，让观众如沐春风，掌声不息。

“此次活动紧扣党史学习教育要求，通过喜闻乐
见的形式，使大家对党的辉煌历程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更加坚定理想信念，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历史重任，积极投身到学校的改革发展中。”艺术
学院教工四支部书记张栗娜说。 （何深宝）

江西开放大学
开展“同上一堂党史课”

“从井冈山到瑞金，从于都到万里长征，一个个
感人至深的故事，每次讲来、每次听来，都觉得是一
次灵魂的洗礼、心灵的升华。”日前，江西开放大学举
行“同上一堂党史课”，该校党委副书记邓文君为百
余名党员干部作宣讲。

在长征出发地于都，刘罗秀坚守72年，等待长征
的丈夫回家；谢招娣说“一辈子要做一个红军家属”，
便一辈子没有改嫁；春秀做的一双草鞋，支撑着谢志
坚走过漫漫长征路。邓文君以三个感人至深的小故
事开讲，感人的故事，真情的讲述，让与会党员为革命
先烈的精神而感动，也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
信念，矢志不渝为党奋斗终生的理想。大家纷纷表
示，革命先烈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生与死的抉择中，为
后人塑造了感天动地的传奇，我们当以他们为榜样，
为实现党的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徐星星）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女子篮球队
获得江西省大学生篮球赛冠军

6月3日，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女子篮球队在
全省大学生篮球赛决赛中胜出，以6连胜之势取得江
西省大学生篮球赛专科女子甲组全省第一名的佳
绩，捧回了我省大学生篮球最高赛事的冠军奖杯，实
现了该校篮球赛事历史性突破。

“我们克服组队时间短、训练条件艰苦、队员中
途受伤等困难，在江西省大学生篮球最高赛事的舞
台上，展现了学校师生奋发向上、激情昂扬的良好精
神状态，为学校赢得了宝贵荣誉。夺冠不是终点，我
们将加强训练，积极备战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东南
赛区赛事，争取新的更大荣誉。”载誉归来的师生全
身心投入到日常的篮球教学中，又在为新的目标暗
暗加油。 （邱声勇）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

近日，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召开党史学习教育
工作推进会暨“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党史学习
读书班启动仪式。

学校负责人以《重读党史再理解创新创业》为主
题，用鲜活的事例为全体教师上了一堂专题党课，从

“问题引发思考”“重读党史”“再理解创新创业”三
个部分，带领教师回顾党史，并深入体会创新精神、
创业精神的意义。会议通报了党史学习教育下一
阶段的重点任务，宣读了《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奋
进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党史学习读书班实施方
案》，领学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部分内容，并分享
了学习体会。 （晋 可）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发挥高校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充分挖掘自身人才资源，先
后选派四位挂职扶贫干部深入余干县东风村等地，
开展“教育+”精准扶贫。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学校近日举行“第一书记宣讲团”宣讲报告会，邀请
历任“第一书记”用他们在脱贫攻坚、小康路上的追
梦历程和乡村振兴中的所见所感作为宣讲的鲜活素
材，为全院师生带来一场精彩的宣讲报告。

四位“第一书记”紧紧围绕“学史明理 学史增
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宣讲主题，各自用鲜活生
动的亲身经历，将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
意义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位师生。上饶职院教师纷
纷表示，将继续为实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目标
努力，为助推上饶“大工业 大旅游 大农业”发展贡
献学校力量。 （杨 辉）

南昌市学校后勤与产业管理办公室
扎实为广大师生家长办实事

近日，南昌市学校后勤与产业管理办公室党支
部结合工作实际，开展了“学党史 办实事 倡廉洁”
系列活动。

该支部以规范招投标程序和备案审批程序、建
立主体责任为抓手，党员干部紧紧围绕“为师生办实
事 让党员有提高 给学校添保障”主线，针对广大师
生家长在校园后勤保障领域的关心事、操心事，重新
修订《南昌市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办法》及《南昌市中
小学校食堂管理办法》等具体措施，严格落实食堂

“零租赁”管理要求，确保校服管理规范、校园食品安
全有保障。 （徐 峻 郑 琴）

6月12日至19日，景德镇陶瓷
大学和江西省美术家协会共同举
办的“百年奋进铸辉煌——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景德镇陶瓷
大学师生艺术作品展”在江西省美
术馆展出。

本次展览从启动筹备到正式
展出共历时 7个月，景德镇陶瓷大
学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和部分学生、
校友 500 余人参与。大家以陶瓷
艺术作品为载体，重温峥嵘岁月，
感悟初心使命，作品形式包括雕
塑、陶瓷绘画、书法、油画、国画、板
画等，并最终从 470余件作品中遴
选出 100 件反映百年党史中重大
历史事件的精品力作参展。

《伟大的信仰》《东方红》《送郎
参军》《八百里井冈》……一个个
具有代表性的党史事件，从艰难
启航到决胜时刻，从漫漫长征到
改革大潮，从风雨兼程到国富民
强，作品中所蕴含的一段段感人
故事，深深地感染着现场参观者。

雕塑作品《娄山关战役》《周恩

来像》《鲁迅像》的创作者、景德镇
陶瓷大学雕塑系教师王世刚说，中
国共产党一百年披荆斩棘，写下了
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恢弘篇
章，不断激发艺术家们的创作激
情。作为雕塑工作者，我们有责任
和义务用雕塑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更
多立体的艺术形象，记录我们党的
历史，塑造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陶艺作品《开国大典》创作者、
景德镇陶瓷大学陶瓷美术学院教
师李伟表示，作为一名艺术教育工
作者，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精神，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
的优秀作品。

大幅油画作品《抗震救灾》的
作者王禹涵是景德镇陶瓷大学的
大三学生，他认为该作品通过灰与
亮的强烈对比，表达的是一种拨开
云雾见月明、在黑暗中见到曙光的
氛围，向汶川英雄致敬，向党和国
家致敬，向民族精神致敬。

景德镇陶瓷大学党委书记梅

仕灿表示，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开展之际，学校师生以红色文化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题材，用
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满腔热
情唱响时代主旋律，以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的情怀开展创作，用实
际行动讲好党史故事、发扬红色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
人的精神血脉。

作为全国唯一的陶瓷高等学
府，景德镇陶瓷大学充分发挥办学
特色，生动鲜活地开展好党史学习
教育，将艺术教育和立德树人紧密
结合，通过陶瓷艺术灵活的表现手
法，把红色历史转化为课程，把史
料史实转化为教材，让红色成为党
史学习教育的鲜亮底色，引导全
校师生积极开展“红色走读”、红
色主题创作、红色话剧等活动，激
发师生爱党、爱国、爱民、爱社会
主义的深厚情怀，在红色故事中
接受思想洗礼，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走深走实。

（骆 辉/文 张小将/摄）

百年奋进铸辉煌 三代师生绘丹青
景德镇陶瓷大学师生艺术作品展在昌展出

“就在那年八月一，南昌发动
武装起义；城头打响第一枪，从此
人民得了武装……”响亮的快板
声里，述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
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内的游
客们深受感染，纷纷聚拢，与师生
们一道驻足于序厅内的全景雕塑
前，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精
神，汲取奋进力量。

近日，南昌航空大学土木建
筑学院50余名师生党员走进南昌
八一起义纪念馆，开展“学党史忆
初心 铭记八一伟绩 传承红色基
因”现场教育活动。“学习党史有特
色，我打着快板上党课……”，学生
党员王少松那朗朗上口的唱词，清
脆的快板声，瞬间就将游客和同学
们带进了那段难以忘却的历史当
中。王少松表示，为了庆祝建党
100周年，自己提前创作了快板作
品，将党的光辉历史融入快板词
里，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
来。今后还会用快板形式将更多
红色故事、红色文化讲给更多的人

听，把党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透过

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件件质朴
的实物，仿佛革命先辈英勇无畏
的幕幕历史画面就在眼前。参观
结束后，全体党员面对鲜艳的党
旗，举起右手再次庄严宣誓。铮
铮誓言里，是新时代大学生们对
革命先烈们许下的郑重承诺，是
牢固树立于心的责任担当。

学院党委书记计宏伟表示，
学院结合本省丰富的红色文化
资源，通过快板、微党课、微团
课、讲述红色故事等多种方式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教育旨
在让师生深刻领会“坚定信念
听党指挥 为民奋斗 百折不挠
敢为人先 勇于创新”的八一革
命精神内涵，深刻认识中国共产
党为国家民族做出的伟大贡献，
坚持从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汲
取丰厚滋养，为实现党的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为学校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舒 越 文/图）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
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以师生最为
关心的热点难点为突破口，努力
做到“事事有跟踪 件件有着落”，
师生满意与否已成为检验工作成
效的重要标准。

校党委书记杨乐文在第一次
班子见面会上重点了解学校“我
为群众办实事”工作进展情况，牵
头成立由党政办、工会、学工处组
成的“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实践
组，从 150 多条意见和建议中确
定首批亟待解决的项目 23个，涵
盖人才培养、健康检查、后勤服
务、办公条件、膳食管理、公务交
通费用等多个方面。目前学校已
设立 3 个校长信箱以及电子邮
箱，用于接收师生的合理化建议；
针对部分毕业生就业期望值高、
就业心理压力大的情况，该校冶
金分院辅导员积极对接，分类施

策，在推荐优质企业的同时做好
一对一帮扶；加强对校内食堂饭
菜品种及价格的监控，不断提高
质量丰富菜品；建立校园超市监
督机制，对校内超市违规经营行
为进行处罚；制订《公务交通费用
报销管理暂行办法》，打消教职工
出差顾虑，提高工作效率。

学校新建立“我为群众办实
事”工作销号反馈制度，每两周
调度一次工作进展，由工会、
学工处通报问题销号以及收集
师生对销号问题的反馈情况，
做到“师生出题 学院答题 师
生评价”的闭环服务，以师生
满意作为销号标准，对满意度
不高的问题，将重新纳入下一
轮工作清单，以实际行为不断
增强师生的获得感、幸福感，
让师生成为党史学习教育最大
受益者。 （林永辉）

南昌航空大学 快板声声说党史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闭环服务落实师生期盼

回望峥嵘读初心
——全省高校“诵读红色家书 讲述英烈故事”巡演活动南昌站侧记

学院《汽车营销》课程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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