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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宋薇娜记者赵丽莉）4
月 28日，由共青团陕西省委举办的

“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主题团日
省级示范活动在延安市杨家岭革命
旧址中共七大会址举办。

据介绍，本次活动旨在教育引
导全省团员青年厚植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情感，示范引领团员青年接受
精神洗礼。活动中，集中组织了入团
仪式，讲授了以《革命理想高于天》为
题的微团课，进一步提升了团员青年
对延安精神及其历史意义的认识。

为深入推动“学党史、强信念、跟
党走”学习教育在全省团员青年中
持续深化，我省各级团组织将在“五
四”“六一”期间集中开展主题团日、
主题中队会。通过组织青少年收看
主题云团课、云队课、优秀青年典型
表彰及事迹分享，开展“我为青年做
件事”主题实践、“红领巾讲解员”交
流营等活动，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
代代传承。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召开工会成立大会

本报讯（记者 黄美茹）4月 28
日，西咸新区第一小学召开工会成
立暨第一次会员大会，全体教职工
参加了本次活动。

成立大会上，该校行政中心主任
王海燕代表学校工会筹备组向参会
人员介绍了学校工会筹备的过程，并
介绍了候选人情况，全体工会会员推
举了唱票人和监票人。经过全体会
员的投票表决，最终，王海燕当选为
该校工会主席。同时，大会选举产生
了西咸新区第一小学第一届工会委
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和女工委员
会。在表态发言中，王海燕表示，一
定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学
习，以维护教职工的利益为职责，为
学校发展作出更多、更大贡献。

该校执行校长魏旭华告诉记者，
学校筹建以来，就非常重视工会组建
工作。希望当选的委员要处理好工
会关系，当好教职工的“娘家人”，加
强工会自身建设，真正做好学校和教
职工之间的“连心桥”、教职工的“贴
心人”和学校发展的“有心人”。

本报讯（记者 赵丽莉）4 月 28
日，西安市经开第二学校举办生活
垃圾分类专题课堂。当日，来自西
安经开区城管局的生活垃圾分类宣
讲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学生
们上了一堂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课，
并现场回答同学们在践行垃圾分类
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现场，城管执法人员的宣讲和
垃圾分类小游戏等活动内容，让学
生们在寓教于乐中了解生活垃圾分
类的重要意义，引导大家自觉践行
生活垃圾分类。在垃圾分类接力赛
环节，每组学生随机抽取一张图片，
跑到终点时按照图片上垃圾种类正
确投放垃圾箱，再返回起点，由下一
名接力组员依次完成，最终用时短、
正确率高的队伍获胜。

据了解，为配合此次活动，西安市
经开第二学校还向全校师生发出生活
垃圾分类倡议书，倡导师生共同行动
起来，齐出一份力、同尽一份心、共担
一份责，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养
成主动分类、自觉投放的良好习惯。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结合学科专业特色，以“四
个融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做到“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
动作”有特色，以扎实的学习教育
成效和实际行动，受到校内外师生
及专家学者的好评。

党史融入思政课教学
使党史学习教育“深起来”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
积极推动“党史融入思政课教学”，
常规化开展“党史融入《纲要》”课
程集体备课会。校党委书记付建
成亲临指导第一期集体备课会，并
组织开展“党史融入概况课程”进
企业、进社区实践研学活动，将现
场变为课堂、素材变为教材、讲授
变为体验。第一期 200余名学生
走进“咸阳礼泉县袁家村”“西安爱
菊粮油工业集团”，让广大师生通
过“走、看、听、谈”等方式，在粮食
生产、粮食企业发展历程、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中感悟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
革伟大实践的故事，感悟中国共产
党历经百年奋斗不息的伟大精神。

党史融入理论宣讲
使党史学习教育“实起来”

发挥学科专业优势，打造“教

授+学生”两个层面的宣讲团，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实起来”。深入校
内单位，深入未央区教育局、新城
区教育局、高新医院等企事业单
位及高陵区部分中小学、西安市
99 中、秦汉兰池中学、乾县花溪
中学等中小学开展宣讲传播。
截至目前，宣讲团在校内外开展
主题宣讲 50余场，把党的光辉历
程、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讲新、
讲实、讲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历史观，在鉴往知来中不断强
化使命担当。

党史融入第二课堂
使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

充分发挥第二课堂作用，将党
史学习教育有机融入专题讲座、党
史研读沙龙，让党史学习“活起
来”。学院“立心讲坛”邀请西安市
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史研究室
一级调研员龚建等专家开展系列
专题宣讲，联合二级学院学生参
加。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社团按照
党史学习教育规定的重点书目，
采取“自主研读+教师指导”的方
式，定期开展研读、红色电影观影
等活动，主动把党史学习教育融
入日常学习中去。学院组织全体
学生党员前往西安烈士陵园开展

“缅怀先烈学党史 烈士陵园祭忠
魂”主题党日活动。开设学习强

国号学习积分竞赛平台，组织党
员干部每日进行登录学习、竞赛
答题，让党史学习成为自觉的行
动和日常的习惯。

党史融入线上新媒体
使党史学习教育“热起来”

学院结合网络时代大学生
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势，紧扣
党史学习教育主题主线推出一
批线上思想政治工作精品内容，
让党史学习教育“热”起来，实现
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推出了“马
院学子讲四史”系列短视频，定
期在抖音、微信视频号等短视频

平台发布。截至目前，“青年学
子讲四史”已在短视频平台抖音
发布作品 12 期，播放量 9 万余
次，点赞量 2240 余次；在微信视
频号上发布 10 期，累计关注量
987次，浏览量 7.3万余次。学校
提交的新媒体作品“青年学子讲
四史”入选优秀陕西省高校“一
节一推”优秀工作案例推荐名
单；推送的由学生执导的微电影
《党的光辉照西藏、边疆人民心
系党》等入选优秀微电影推荐名
单，实现了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
形式和实践活动的新突破。

本报记者罗嘉锋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师生走进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进行社会实践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婷）冠戴“成
人帽”，恭行“拜谢礼”……对西安
东仪中学高 2021 届和 2022 届的
400 多名学生来说，4 月 27 日这
一天将成为值得纪念一生的特
殊日子——一场别具一格的成人
礼，标志着他们从此开启人生新
的旅程。

弱冠而成人，及笄始有字。参
加成人礼的学生们身着汉服，在家
长和老师的见证下，集体诵读《成
人誓词》，“唯精唯一、立德树人，博
学精进、笃实日新。”

东仪中学校长白普全希望通
过十八岁成人仪式教育活动，激发
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学会关
心、负责、感恩、参与、合作等优秀
品质，“做到醒世——认识世界，完

善自我；做到励志——胸怀大志，
砥砺自我；做到感恩——回馈社
会，成就自我；做到成长——勇于
进取，超越自我。”

仪式上，孩子与父母深情拥
抱，感恩与期盼之心化作热泪或
笑容。记者看到，许多爸妈悄悄
地擦掉了幸福的眼泪。“今后不因
困难而退却，不因未知而恐惧，不
因失败而灰心。”高三一班女生程
弋幸代表学生们发言，她希望同
学们负起荣光、担起使命，以“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人生追求
而不懈奋斗。

高三学生杨蕊铭的妈妈，作为
家长代表上台发言。杨妈妈说，站
在孩子身边，感觉仿佛回到高中时

代，自己的青春和孩子的青春重
叠，感觉非常好。所以仪式上没掉
眼泪，满心都是欢喜。她希望每一

个孩子都能努力拼搏、超越自我，
在最美好的时代，成就自己的人生
理想。

成人礼致青春

为扎实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充分发挥思政课落实
立德树人的作用，阎良区教育局多
措并举，深耕细作，构建思政教育
新模式。

阎良区教学研究室教研部主任
张新勇对记者说：“阎良区构建了

‘1+1+X’教研及教师专业成长新
思维新模式。在薄弱学校和薄弱
学科建立‘区教研员+（学校主管
领导、教研组长、骨干教师）+同科
教师’为主要形式的团队教科研
模式，助力思政课教师专业成长
及思政课程建设和课堂育人能力
提升。”

今年以来，阎良区在积极

开展思政教育与美育、劳育、
体育及研学实践、爱国主义教
育实践基地教育等有机融合，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把
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化育在教
育管理的全过程，入脑入心，
培根育魂。

张新勇告诉记者：“阎良区探
索思政课程与传统文化教育融
合模式，开设了思政课程建设与
传统文化融合发展育人 6个试点
校，丰富文化生活，浸润学生心
田。如今，走进试点学校，会让
人有不一样的感觉，学校品质得
到提升。”

此外，阎良区整合利用教
育资源，以航空文化、本土历
史文化（渭北书院遗址和商鞅
变法古遗址）、爱国主义教育
实践基地、黄帝铸鼎文化、地
质标志性相枣古树群、美丽乡
村建设、生态石川河建设、现
代 农 业 工 业 园 区（农 科 园 基
地、羊乳之都、羊乳小镇）等地
域资源为平台，加强学生爱国
主义教育、家国情怀培养以及
思想道德教育等。

记者了解到，阎良区高度重
视学校思政课教育工作，搭建了
阎良教育系统“红翼·教育”党建
基地，积极发挥“红翼·教育”基地

这一平台，辐射开发利用阎良航
空城优势，讲好阎良本土故事、航
空故事、英模故事、特色农业故事
等，在全区教育系统全体党员及
广大师生中分层次分学段开展全
员性的思政教育活动。

张新勇说，“阎良思政创新
创优工作，行走在教育探索的
路上，不断优化思政课教学思
路、探索教研模式、丰富活动形
式、挖掘思政素材、创新思政思
维等，坚持以课堂为中心、以课
外活动为助力，不断打造思政
课程品牌，引领阎良教育高质
发展新模式。”

本报记者王佳

阎良思政教育 行走在创新路上

共青团陕西省委
开展主题团日活动

西安经开第二学校
举办垃圾分类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