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网报道，100 个红色故事、100 个漫画地标、150
幅各类图照、56 个音频……近日，为青少年量身定制的党
史学习读物《光荣之城：上海红色纪念地 100》少儿版在沪
首发。书中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活动的革命遗址遗迹为聚
焦点，精心撷选具有代表性的 100 处红色纪念地对照绘制
漫画，图文并茂地立体讲述了上海革命地标故事，让党的
诞生地的红色记忆“可看可听可打卡”。

（谷雨/文 艺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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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报道，“非遗中的红色资源” 寻访活动 6 月 6
日在江西赣州启动，这一活动是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非遗宣传展示重点活动之一。 此活动旨在发现、挖掘和整
理流传在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具有红色基因的非遗项目，鼓
励各级人民政府根据标准将其列入本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名录进行保护。 同时大力支持非遗传承人以红色内容、红
色精神为题材，创作更多反映党的伟大奋斗历程的优秀作
品、剧（节）目，加强非遗中的红色资源的传播弘扬，组织举
办各类展览展示等活动，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非遗中的红色资源”寻访活动在江西启动

据人民网报道， 受疫苗接种进度及多国政策提振，全
球旅游业近期显露复苏迹象，但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旅游业
复苏仍呈现不平衡状态。 业内人士认为，旅游业对全球经
济复苏至关重要，各方应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旅游业实现
更具韧性和更可持续的发展。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专家委
员会日前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随着疫苗接种步伐加快和
一些关键旅游市场重启，全球旅游业恢复的信心指数正在
上升。 60%的受调查者认为，全球旅游业将在 2022 年恢复
至疫情前水平并迎来增长。 今年 1月份这一比例为 50%。

全球旅游业有望加速恢复

据新华网报道，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的“马克思主义三个
来源经典著作译丛”近日出版。这是目前中国一套系统译介
马克思主义来源的经典译丛，具有系统性、权威性、便利性
等特点，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必备经典。整套书包
括反映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等人学说的德国古典哲学经典
12种，展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人学说的空想社会主义
经典 20种，体现配第、魁奈、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学说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典 13种，共计 45种 55册。

“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经典著作译丛”面市

特别报道··用活红色资源 讲好党的故事⑦⑦

我省各高校把党史学习教育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紧密结合
起来，引导广大青年勇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汲取红色力量 高扬青春之帆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我省各高校
把党史学习教育与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使命紧密
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学生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

用活资源 追寻初心使命

红船夜话中的毛泽东、 枪林弹雨中拼杀的朱
德、 五四运动爱国游行中热情激昂的青年……电
影《建党伟业》里一个个鲜活的镜头，将中国共产
党成立之初的十年历史浓缩在一起， 观众的心也
随着剧情跌宕起伏、 热血沸腾……这是安徽师范
大学一个普通的周末之夜，“优秀红色影片展映暨
党史微宣讲”系列活动的举行，在校园里引起很大
反响。 “历史证明，一切旧制度和旧政党都不能救
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 ”该校马克
思主义学院 2019 级学生王锟说。参加这个活动以
来， 每个周末的观影让她和同学们越来越清晰地
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心， 也看到了在一百
年的风雨历程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朝着这个目
标迈进。 这让这群年轻人更加坚定了想成为一名
共产党员的决心。

共产党员的初心是什么？ 青年学子们通过各
自的方法在寻找答案。在安徽医科大学，一场专题
展震撼人心：在这场名为”安徽医科大学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专题展”里，展出了面向全校征集的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 217 件实物和 1900 张图片。这是
一次展览，更是一场党课，这堂党课以该校医护工
作者战“疫”故事为原型，通过图文、视频、实物、线
上 AR 展览等形式共同感受战“疫”中全校师生、
医护人员的力量， 更看到了那些冲在一线的党员
们的赤子之心。

艺术有着极强的感染力。 安徽财经大学艺术
学院创新党史学习形式， 巧妙设计专业课结合党
史教育的教学体系， 将红色元素以恰当的方式融
入到艺术课程中。在书法课上，授课教师陈国栋传
授书法知识的同时，向同学们介绍了书界泰斗、新
四军老革命家赖少其的传奇故事。 他说：“讲好赖
少其的故事就是讲好党史故事。 红色人物就在我
们身边，比起讲述遥不可及的人物，我们身边的红
色故事更为生动。 ”

前不久， 安徽艺术学院建成 VR 新媒体党员
活动中心， 这是我省省属高校中首家利用 VR 仿
真系统将党建内容和学院的专业教育相结合。 从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到平型关战役
遗址、 从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到瑞
金革命旧址，它将全国 40 多家红
色纪念馆和博物馆放到了线
上 。 师生足不出户就能
“畅游”这些红色景点，了
解党的历史， 传承红色
基因。 学生还可以通
过多人互动体验游
戏， 利用 VR 身体交互
设备 ， 化身 “红军战
士”， 亲身体验枪林弹
雨，充分感受革命先辈抛
头颅洒热血的无畏和担
当。现代高科技的学习形

式受到青年学子们的热烈
欢迎，大大提升了他们学习
党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现场教学 激发真情实感

在不久前刚结束的安徽大学第 58
届校运会上，万名师生自发演唱《我和
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的场面震撼了
在场的每一个人，相关的小视频在网上
迅速被传播、点赞。 “我们就是想为中国
共产党诞生 100 周年高歌一曲，表达自
己对祖国、对党的热爱之情。 ”现场的一
名大学生说。 “一个人一句起头，全场不
约而同！这场面让我感受到同辈人有着
共同的理想，让人斗志昂扬！ ”有网友在
社交媒体上转发相关视频后写道。 近
日，该校新闻传播学院近 300 名师生还
前往黄山、界首、全椒等地开展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实践教育活动。师生前往新
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参观学习，与当地
群众深入交流，倾听老党员、老干部讲
述党史故事。学院副院长葛明驷说：“让
学生实地学习，既是培养同学们的社会
责任感与使命担当，又锻炼、提升同学
们的专业实践能力与理论素养。 ”

不忘苦难历史、 继续砥砺前行，是
对革命先辈们最好的礼敬；坚守初心使

命、实现民族复兴，是对先辈们最好的
告慰。 早在 2019 年，安徽财经大学在校
内建成了中国合作经济博物馆。作为全
国第一所合作经济博物馆，整馆以中国
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
中的图片及影像为主线，系统介绍了党
带领人民开展合作经济奋斗的百年历
程，书写了一部以合作经济为主题的红
色金融史。 学校充分利用馆藏资源，组
织师生在博物馆内开展现场教学，讲述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巨
大成就。

日前，一支由 120 余人组成的队伍
高呼着励志口号，在党旗指引下，迈着
整齐划一的步伐走在马鞍山市旅游大
道上，成为一道“风景线”。 这支队伍是
由安徽工业大学材料学院的教师代表
及学生党员、共青团员组成，他们正在
开展“濮塘行”模拟长征活动。模拟长征
活动的终点是马鞍山濮塘革命烈士陵
园， 师生们要经过 16 公里的步行后才

能抵达终点， 平均徒步 25000 步左右。
据介绍，这项特色活动已连续开展了十
七年。参加活动的同学都收到了一张来
自毕业班党员同学手绘的明信片，每张
明信片背后，写有一段党史小知识。 “红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该校
学生党员侯殿辉走完模拟长征后，获赠
了写着毛主席《七律·长征》诗歌的明信
片。他说：“我们的两万五千步不足长征
的万分之一， 但 4 个小时走下来之后，
我和同学们在汗流浃背中切身体会到
了革命先烈的艰辛。我们在新时代更应
该发扬长征精神，勇往直前。 ”

坐落在巢湖之滨的渡江战役纪念馆
经常会迎来络绎不绝的大学生观众。 安
徽警官职业学院的团员青年们把主题团
日从学校挪到了这里， 在讲解员的引导
下， 青年们怀着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敬
意，参观了战役中使用过的武器、弹药、
通讯器材、军服、地图等珍贵史料。 在一
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前，大家时而驻足
凝望，时而倾耳交流，并不时向讲解员询
问相关问题。 当年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
成功登陆的经过和渡江英雄们的革命事
迹，给这些“未来的警官”们上了“热血铸
就信念”的生动一课。

引导思辨 筑牢信念根基

如何让理想信念之根扎得更深更
牢？安徽师范大学充分发挥全国重点马
克思主义学院、部校共建新闻与传播学
院、 历史学院等哲学社会科学优势，依
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徽学
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分中心”、 安徽
省“中特基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等
高端平台，开展百年党史专题研究和具
有安徽地方特色的 “革命精神安徽谱
系”理论研究。 该校历史学院房列曙教
授的文章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的发展》
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周语玲副教授的文
章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党建工作》在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2021 年第 2 期刊发，深入地重温了
党的光辉历史，牢记党和军队的丰功伟
绩，感悟真理的力量，坚定理想信念，永
葆奋斗精神。

红色经典著作是值得反复挖掘的
宝藏。安徽医科大学药学院向全院党员
发放了读本《中国共产党简史》，并邀请
校外专家以时间为主轴， 从历史和现
实、理论和实践等维度，面向师生党员
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以促进
党史教育学习达到良好效果。 “当代大
学生大多是在丰衣足食的美好时代中
出生和成长的，几乎没有机会去体会旧
中国的积贫积弱，如何通过党史学习教

育增强青年学生对中国共产党、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和文化自信， 这需要我们持续不
断地引导他们进行思辨。 ”该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

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教授徐伟表示，扎实的党史素养是每位
思政课教师必备的基本功，只有树立正
确的党史观，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旗帜鲜
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
和理论辨析，更好地正本清源、固本培
元。因此，在大学思政课教学中，教师要
主动把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和先进模范
作为思政课鲜活的教学资源，引导学生
思考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夯实信
念根基。

荩 6 月 9 日晚，安徽中医药大
学举行第五届“诵读马克思主义
经典大赛”决赛。 15支队伍以生
动感人的形式，展示了红色经典
的力量。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摄

荨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全国
“最美思政课教师” 路丙辉在
上党课。

本报通讯员 杨穆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