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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举措，实现党史学习教育全面覆
盖；学习教育走进第二课堂，丰富文化育
人阵地；创建线上学习教育专栏，打造红
色育人平台；开展“红色之旅接力行”，打
造实践育人“加油站”；创新云上走读、线
上研学，开辟协同育人新战场；系统拉歌
礼赞新伟业，营造学习教育浓厚氛围……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开放大学立
足系统、平台和资源优势，将党史学习教
育融入课堂、融入日常、融入经常、融入学
校新发展格局，让广大师生学有所思、学
有所悟、学有所得，全校上下形成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生动局面。

创新举措，实现党史学习教育全面覆
盖。学校立足党委、二级党委、基层党支
部“三个层面”，坚持领导干部、普通党员
和广大师生“三个面向”，及时制定和完善
党史学习教育分层分类实施指导意见，实
现党史学习教育全覆盖。党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发挥“头雁”作用示范学，中心组成
员在自学的基础上带头开展专题辅导学、
交流研讨学、调研宣讲学。基层党支部发
挥“堡垒”作用促进学，将党史学习教育纳
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支部书
记、支委委员踊跃宣讲红色故事，支部落
实每周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坚持读红书、
学红史、唱红歌、表红心。全体党员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主动学，组织党员开展讲红
色故事比赛、党史知识竞赛、撰写读书笔
记和心得体会，学习领会百年党史，凝聚

思想共识。身边榜样发挥“先进”作用激
励学，以“道德讲堂”为平台，邀请校内外
优秀共产党员讲述他们的真实故事，以其
坚守初心与梦想的执着激励党员、干部，
唤起奋起的信念。广大师生深入学习，开
设“党史大家谈”栏目，同时开展红色拉
歌、红心向党演讲比赛、微党课竞赛、红色
军事运动会等，引导全省开放教育系统师
生广泛学党史。

党史学习教育走进第二课堂，丰富文
化育人阵地。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学校坚
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准确把握师生群体
特点和文化育人规律，深挖育人元素，拓
展育人载体，打造以师生为本的党史学习
教育模式，将全省开放大学系统的学生培
养成为“学”的主角、“讲”的主力、“听”的
主体。举办“青春献给党”系列读书分享
会，组织青年教师学生共“话”党史。每两
周举办一期读书会，采用“教师领学＋学
生分享”的形式进行，每期围绕“四史”确
定一个主题，由校领导或思政教师领学一
篇文章，与遴选的40名青年学生交流学习
体会，然后逐一点评。同时，根据每期学
习内容，创新采用“党史+艺术”的形式，穿
插朗诵、演讲、合唱等节目，提升学习效
果。目前，读书分享会已围绕“青春向党
奋斗强国”“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等
主题开展了 8 期活动。举办以“喜庆百年
华诞,书话伟大历程”为主题的读书月活
动。先后开展了微视频制作比赛、博看杯

“红色精神薪火传”线上知识竞赛、超星移
动图书馆“建党百年峥嵘岁月”、每天30分
钟讲座21天打卡等一系列活动。据统计，
全校教师和全日制学生近万人参与，累计
96人次获奖。

创建线上学习教育专栏，打造红色育
人平台。学校把爱党爱国的光荣传统、蕴
藏初心使命的红色资源有机融入党史学习
教育，依托学校门户网站和江西省终身学
习资源库、江西省终身学习网，专门创建线
上学习教育专栏，围绕建党百年开设“微党
课、微资源、微思政、红色走读”四个版块，
其中微党课开设了100项重要党史专题；微
思政开设了92个章节内容，创新方式方法，
搭建起“学、听、讲、行”一体化集体学习平
台，以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学习方法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深下去”。

开展“红色之旅接力行”，打造实践育
人“加油站”。学校充分发挥我省红色资源
优势和系统办学优势，组织全省11个设区
市开展“红色之旅接力行”活动，以分布在
全省各设区市、县革命纪念馆、革命旧址等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依托，从赣州出发，按
照吉安、萍乡、宜春、新余、抚州、鹰潭、上
饶、景德镇、九江、南昌的顺序接力开展。
通过接力，全省开放大学系统教师和开放
教育、成人教育学生，以及高职扩招学生25
万多人次，走进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
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红色文化纪念
馆等开展体验式学习教育，聆听红色故事、

参观红色文物、传承红色精神，进一步丰富
党史学习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创新云上走读、线上研学，开辟协同
育人新战场。依托“手机扫码”“情景AR”
等互联网技术和系统、平台优势，学校开
发云上红色走读路线，向全省开放大学系
统发布“云端走读”和“云端长征”活动二
维码。师生通过网络平台，走进省内外革
命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学习革命历史，
与历史文物对话，实现“云游”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同时组织全省开放大学系统 26
万余名师生积极参与国家开放大学体系
党史学习教育青年大联学活动，收看党史
故事会、举办线下党史故事讲述会、“我心
向党”红色故事演讲比赛等，以大学习、大
讨论、大实践，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系统拉歌礼赞新伟业，营造党史学习
教育浓厚氛围。学校在全省开放大学系
统开展“百首红色歌曲接力唱响祝福”活
动，讴歌伟大的党、讴歌伟大的祖国、讴歌
新时代、讴歌青春，用热情的歌声庆祝建
党一百周年。活动组织省、市、县三级开
放大学的师生，以网络拉歌的形式，或合
唱、或独唱，唱响百首红色歌曲，并通过多
种新媒体平台接力发布。一首首红色旋
律、一篇篇红色经典，表达了全省开放大
学系统师生对党的忠诚和对祖国的热爱，
激发了“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的热情。

（张 睿）

“四个融入”全覆盖 “六个实招”求实效

江西开放大学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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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兵爷爷讲党史故事”系列策划

军民同心战必胜
核 心 提 示

1934 年 5 月 30 日的《红色中
华》报刊登了一幅瑞金8兄弟当红
军的漫画,记录了瑞金下肖区杨荣
显老人八个儿子先后当红军的真
实事迹。画面虽然简单，但它在
当时的“扩红”运动中曾引起过较
大的轰动。

杨荣显有8个儿子，分别叫一
生保、二生保、三生保……八生
保。红军来之前，杨荣显一家穷
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身穿破衣
裳，家无过夜粮。苏维埃政权建
立后，杨荣显一家分得了土地、山
林，几个儿子也娶上了媳妇，日子
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对
苏区发动军事“围剿”，企图消灭
红军，消灭苏区。特别是第五次

“围剿”，蒋介石派出 50 万大军向
中央苏区逼近，妄图一举歼灭中
央红军。此时，中央苏区的红军
仅 8 万多人，敌我力量过于悬殊，

“扩红”成了当务之急。杨荣显积
极响应号召，先后将8个儿子带到
了报名处。

第一次，杨荣显有5个儿子被
部队要下了，另外 3 个因年龄不
够，只能带回家。在激烈的战斗
中，5个儿子全部战死沙场。

在第五次反“围剿”最为激烈
的时候，杨荣显又把剩下的3个儿
子六生保、七生保和八生保一起
送上了前线。“扩红”干部请杨老

留下一个儿子照顾家庭。他却
说：“不要紧，要上都上。”不久，六
生保在广昌战役中牺牲。后来，
在宁都黄陂战场，七生保、八生保
也壮烈牺牲。

八子参军，全部壮烈牺牲，感
人至深。周坊中学六年级学生邵
大棚热泪盈眶，激动地说：“杨荣
显老人是一位伟大的父亲，我长
大以后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为社会贡献出我的一份力
量。”郑思忆是周坊中学一名新入
职的青年教师，她说：“肖爷爷给
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有意义的
课，同学们受益匪浅。而我作为
一名青年党员教师，在我今后的
教育生涯中，一定秉承党的教育
方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平
凡的岗位上奉献一份微薄之力，
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如今，瑞金儿女仍然坚守革
命先辈的奉献精神。“八子参军”
故事的发源地——瑞金市沙洲坝

镇官山村下肖区，一直赓续着革
命先烈的革命精神。官山村党支
部书记杨海建告诉记者：“每年村
里都会有十多人报名参军，由于
名额有限，每年只能送去 1至 2名
应征青年，这都是八子参军的精
神传承。目前，村里的青年在部
队人员有 16 名，退役军人 68 名。
革命先烈们保家卫国的精神，代
代相传。我们永远不忘英雄先烈
们的无私奉献，一定将他们的革
命精神传承下去。”

军民同心、其利断金。革命
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
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
才能进行战争。革命战争年代，
兴国县 25 万人口，有 8 万人参加
红军。瑞金市 24 万人口，有 5 万
人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江西有
名有姓的革命烈士有近 26 万人。
老区人民踊跃参军，军民团结、积
极参战支前，筑成了坚不可摧的
铜墙铁壁。

“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
泪为思亲。”革命战争年代，江
西人民倾尽所有支援前线。“最
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
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
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
骨肉送去上战场。”江西这片红
土地上，生动记载着老区人民
为中国革命无私奉献、流血牺
牲的感人故事。回想过去那段
峥嵘岁月，我们要向革命先烈
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永远怀
念他们、牢记他们，讲好他们的
红色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

5 月 28 日 10 时，由江西日
报社、新余市委宣传部（新余市
委网信办）联合主办，新余市渝
水区委宣传部、渝水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承办的“听老兵爷爷
讲党史故事”系列活动，走进贵
溪市周坊初级中学。新余市渝
水区“老兵宣讲团”成员、退伍
老兵肖道林作为活动第十一期
的主讲人，为同学们讲述瑞金
沙洲坝镇官山村下肖区杨荣显
老人 8 个儿子先后参加红军的
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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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30日的《红色中华》报刊登了一幅瑞
金八兄弟当红军的漫画，记录了瑞金沙洲坝镇官山村
下肖区杨荣显老人8个儿子先后当红军的真实事迹。

杨荣显有8个儿子，分别叫一生保、二生保、三生
保……八生保。

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对苏区发动军事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对苏区发动军事““围剿围剿”，”，特别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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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次反在第五次反““围剿围剿””最为激烈的时候最为激烈的时候，，杨荣显又把杨荣显又把
剩下的剩下的33个儿子送上了前线个儿子送上了前线。“。“扩红扩红””干部请杨老留下干部请杨老留下
一个儿子照顾家庭一个儿子照顾家庭。。他却说他却说：“：“不要紧不要紧，，要上都上要上都上。”。”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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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午后，烈日炙烤大地，四周
一片沉寂。进贤县架桥镇封官社区居
委会徐陂山村小组的一户农家小院里，
71岁的老人杨月芽坐在竹椅上休息，嘴
里不时念叨：“唉，这么好的人怎么说没
就没了呢？”

老人口中的这位好人，就是架桥镇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徐贵胜。以前，杨
月芽老人上厕所要穿过一条巷子，绕到
屋后的旱厕，晚上起夜很不安全。如
今，老人家已经建好了崭新的卫生间，
装上了马桶、洗衣机和热水器，用上了
自来水。“多亏了徐书记啊！”杨月芽说
着说着就哽咽了。

参加工作以来，徐贵胜一直扎根农
村，群众需要的地方，就是他前进的方向。

10年前，他从文港镇调到架桥镇工
作，先后担任了人武部长、纪委书记，并
先后获得全县的征兵工作、纪检工作、
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先进个人。岗位
在变，可他对工作的热情始终如一。

督查农村户厕问题、督查集镇环境
卫生整治情况、督查各村防汛物资准备
情况……5 月 31 日，刚开完镇里的工作
例会，徐贵胜就在工作笔记上，密密麻
麻地记录了他接下来一周的工作安排。

可是，没等他把工作一项一项地完
成，6月1日凌晨，这个众人眼中的“拼命三
郎”，因持续劳累突发疾病，永远离开了他
热爱的工作岗位，生命永远定格在50岁。

6 月 9 日，记者看到，徐贵胜的办公
室陈设简陋，墙面多处已斑驳脱落，地
面的一角，整齐地摆放着两双迷彩布
鞋，鞋底周边还沾着泥土。“这是老徐经
常穿的鞋子。”站在一旁的架桥镇副镇
长付忠亮告诉记者，徐贵胜平时很少穿
皮鞋，因为常年走村串户，所以布鞋就
成了他工作的“标配”。10年来，全镇100多个村小组，他都走
了个遍。

“外表平和的老徐，内心坚毅执着，只要认准的事情，再难
他都不会屈服。”这是架桥镇党委书记杨耀辉对徐贵胜的评价。

去年疫情严峻之时，作为镇执纪监督组组长，徐贵胜在一
次督查中，发现一名村委会主任在和群众打牌，在问责时，不少
人说情，却被他一口回绝：“触犯了党规党纪就必须接受处理，
如果说说情、打打招呼就从轻处理了，怎么体现公平正义？”

徐贵胜“爱较真”在镇里是出了名的。架桥镇农业农村办
主任陈世华告诉记者，有一次，他跟随徐贵胜去罗垅村甘家村
小组检查农村改厕情况，在一农户家中检查化粪池时，五块盖
板都已经封上，看上去没问题，结果徐贵胜要求打开盖板，现
场果然发现化粪池不符合规划要求，于是该农户就从改厕补
贴名单中被剔除了。“后来，我们检查都不敢马虎了。”陈世华
说道。

看似不近人情的徐贵胜，却有着一副古道热肠。同事张
东华、樊国安和徐贵胜是同乡，他们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是
被徐书记开车捎回家的。

在妻子章思梅眼里，丈夫是个心肠柔软、特别顾家的人。
“修家电、做家务，陪我锻炼……我享了他 26年的福。”章思
梅不禁泪水涟涟，“他没有离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在我们
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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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 日，雨过天晴，市民在南昌象湖湿地公园赏荷。
本报记者 涂序理摄

为强化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意识，南昌县纪委监委驻卫健
委纪检监察组开展“守初心、强党性、见行动”纪律教育活
动。图为6月30日，该监察组组织党员干部在县纪律教育馆
进行廉政教育。 通讯员 喻仁峰摄

江西医生虹桥机场跪地救人受好评
本报讯 （记者钟端浪）7月 2日，一位老人在上海虹桥机

场突然晕倒在地，危急时刻，刚下飞机的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医生刘伟成立即上前跪地抢救，场面被网友上传到网络后，
引来网友的一致好评。

据悉，老人晕倒是由于心脏骤停所致。刘伟成在实施心脏
复苏3分钟后，老人恢复了意识，直到机场医务人员赶到现场，
刘伟成才离开。目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生命体征平稳。

塘山村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本报南昌讯（通讯员胡劲松）南昌市青山湖区塘山镇塘

山村党总支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的落实，始终把对
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作为反腐倡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治本
措施来抓，做到常抓不懈，警钟长鸣。

塘山村党总支经常为全村党员干部开展党性党风党纪
教育，今年上半年，共举办廉政党课2次、廉政教育学习活动7
次，观看案例警示教育片1次。

5月28日下午，肖道林和同学们一起参观贵溪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