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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 澜
实习记者 丁锦烨

江山多娇，林海苍茫。雁山不

老，鳌水长流。80多年前，来自省内

多地的26名党员代表翻山渡水来到

平阳，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一

次代表大会，浙江党史从此掀开了崭

新的一页。

站在省一大旧址，记者仿佛穿越了

革命的烽火硝烟，见证那个激情燃烧的

岁月。

党的好儿女在“浙”里集结
2019年7月，纪念省一大召开80

周年——原创主题歌舞剧《浙·一抹中

国红》在平阳文化艺术中心首演。片

中，“雪斋”老人打开了记忆的“匣子”，

带着观众回到了那个红色的年代。

一场大会。1939年7月，省一大

召开，大会通过一系列文件，确定了全

省人民此后的战斗任务和党的工作方

针，选举产生了新的浙江省委和出席中

共七大的浙江代表。

一门三烈。凤卧镇凤林村是“浙江

红村”。浙南（平阳）游击区奠基人之一

郑海啸就出生在这里。郑家，一门三

烈，尤其是郑海啸的女儿郑明德，有“浙

南刘胡兰”的美誉。1938年3月，挺进

师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为了保

证补给，中共平阳县委发动群众积极支

前，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劝募军鞋。不满

13岁的郑明德也积极参与，并串门走

户积极动员。短短几天，凤林村的200

多户村民就做出了400多双鞋。

一所学校。1938年1月，中共闽

浙边临时省委为了培养抗日救亡青年

干部，借用原山门镇小学校舍创办了闽

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由粟裕任校

长。作为当时南方革命根据地唯一的

抗日救亡干部学校，这里走出了一批优

秀的抗日青年干部。

一次出征。1938年3月，粟裕率

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原红军挺进

师）500将士，从平阳北港出发开赴皖

南抗日前线。出征当日，北港人民万人

空巷，欢送子弟兵出征，人们送了一程

又一程。

如果说中共一大的召开犹如一轮

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

的前程，那么省一大就仿佛燎原之势中

的一点星火，为浙江革命带来了光明与

希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府曾拨款

对冠尖新楼会址的房屋和马头岗会址

的房屋进行了维修，并设立展览室对

外接待。随着游客日益增多，木质结

构的小楼显得有些局促。如何将红色

记忆星火传承？在省市县相关部门的

共同努力下，当地开始筹建一系列红

色教育基地。

2007年，崭新的中共浙江省一大

陈列馆建成开馆，与红军挺进师纪念

园、郑海啸故居、红军小学等多处红色

景点串珠成链，并成功入选全国30条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之一。2017年，《平

阳县山门—凤卧红色旅游景区规划》正

式出炉，提出“一带两核三组团”的理

念，打造红色旅游空间布局。

2020年，疫情影响之下，浙南（平

阳）抗日根据地旧址红色旅游景区游客

接待量仍高达48.3万人。乡村振兴与

老区振兴、红色引领与绿色崛起互促共

进，穿越时空，浙南革命红色基因闪耀

着独特的光芒。

红军学校传承革命基因
岁月流转，薪火相传。从平阳县城

出发，约一个小时后到达凤卧。狭长幽

静的红军老街、精美大方的红色文化

墙、形态各异的战士铜雕……一条潺潺

流动的凤卧溪贯穿小镇，刘英大桥、红

军大桥静静地横卧两岸。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坐落着全国第

一所红军小学——平阳县凤卧镇红军

小学。才到校门口，身着红军服的学生

讲解员就迎了上来，介绍起学校与红军

的渊源：“我们的校名是粟裕将军之子

粟戎生题字的……”

军人光荣榜、明德亭、明德桥……

往里走，一处处红色景观映入眼帘，令

人热血沸腾。校长郑经普介绍，校内的

图书角和班级也都以英雄名字命名，教

学楼二楼还修建了红色文化展馆，详细

梳理当地革命斗争史和校史。此外，学

校提出了红色德育的培养目标，大力开

发红色德育课程，并针对不同学段设计

了目标和评价标准。

郑经普告诉记者，红色德育就是

要传承红军精神，“红军小学的学生，

大多是来自山区的留守儿童，更需要

红军精神的滋润。我们归纳出明德、

红志、笃学、敏行等需要重点培育的素

质”。就这样，唱爱国歌曲、演红色情

景剧等，慢慢走进了红军小学学生的

日常生活。如今，该校已实现月月红

色活动不间断。

走出校门，驶过刘英大桥，沿着铺

着红色塑胶的山路蜿蜒向上，就到了

中共浙江省一大陈列馆。这里也是学

校小讲解员们大展身手的舞台，他们

曾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解说。学生

庄子旋告诉记者，为了讲解得更生动，

她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现在对当地

革命史更了解了。马上要毕业了，她

计划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低年级的弟

弟妹妹。

讲解经验代代传授，革命精神辈

辈继承。省一大留下的红色革命基

因传承，与红船精神一脉相承，将汇

聚成“浙”一抹中国红，诉说浙江人民

砥砺前行的历史，见证那段光辉的峥

嵘岁月。

依托红色资源做强红色教育
山另一侧的山门镇也是著名的革

命老区，那里也有一所红军小学——山

门镇中心小学。2009年，为了更好地

保护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旧址，山

门镇小搬迁至山下的新校舍。物理距

离远了，但师生们仍心系革命前辈。学

校正门口的粟裕雕像、被授牌为粟裕红

军小学……这些都寄托着师生深深的

牵挂。

在每门学科课程中融入红色元素，

是山门镇小课程体系的一大特色。校

长陈善杰介绍，近年来，学校秉承“继承

红色基因，争做粟裕传人”理念，以“弘

扬红色文化，构建红色校园”作为突破

口，推出了小红星课程体系。

炽热的爱党深情，以西部山区的两

所红军小学为原点，不断蔓延。平阳新

纪元蓝田学校不仅在校内设立党建馆，

还定期组织青年教师到红色基地接受

教育。校长许益权坚信，想办好一所学

校，必须先把党建做好。

“平阳是浙江的‘小延安’，依托红

色资源优势，做强红色教育品牌，我们

义不容辞。”县教育局德育与体卫艺科

科长林慧颖表示，“十四五”期间，该地

将实施红色教育2.0工程，全

面架构区域推进红色教育的

顶层设计，开展红色研学旅

行，组织红色系列体验活动，

实施“红色+”教育行动。本月

初，该县教育局印发新时代中

小学“五防五立”育人工作实施方案，迈

出了关键一步。

正如平阳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杜继正所说，如今的平阳顺应时代的发

展变化，将革命精神转化成一股持久向

上的新力量，在新的时代熠熠生辉。正

是在这股力量的引领下，近年来当地全

面落实教育优先战略，持续推进教育现

代化发展。

八十余载春秋，逝去的是硝烟，不

灭的是信仰。放眼浙南，平阳更是整个

温州地区的“红色财富”，吸引着一批批

青年师生前来学习。今年寒假，温州医

科大学30多名师生走进省一大会址，

一起上研学思政课。校方还与当地合

作，新建了思想政治教育基地。红色精

神正在引领当地人民把革命先辈开创

的伟大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扫码看平阳红色教育风貌

本报讯（记者 舒玲玲）3月23日

上午，浙江妙趣互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负责人唐寅召集团队开了个短会，“春耕

农忙，村民不一定有时间来村播基地参

加培训”。唐寅说，他们正在完善送直播

培训进乡入村的方案。

这两年，村播在衢州市柯城区万田

乡成新风尚。调试好补光灯、摆放好待

推介的产品，村民主播们熟练地打开直

播软件，迅速进入角色。村播基地的工

作人员也行动起来，助播、选品、场控、运

营维护、代发货、仓储管理等，忙得不亦

乐乎。

年近50的陈家胜在这里有一间“专

属”直播间。“以前觉得直播带货离自己

非常遥远。”陈家胜笑着说，两年前的他

毫无直播经验，但他赶上了万田乡打造

全国首个“阿里巴巴淘宝直播村播基地”

和全省首个乡村振兴“村播学院”的风

口，和当地120余名村民一起参加了首批

“村播造星计划”。

村播培训、农创IP实训、短视频带货

等孵化培训，涨粉技巧、个人定位、内容

输出、品牌打造等精细化课程……作为

万田乡实施村播计划引入的第三方机

构，妙趣公司和万田乡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一起承担了大量培训工作。

教育搭台，乡镇唱戏。村播基地不

仅聘请了网红主播、业界大咖给村民提

供免费培训，建立了100余间直播间供他

们免费使用，还帮他们解决了供应链难

题。除推出“变脸计划”来提升农产品附

加值外，还为没有货源的村民创建四省

边际供应链选品基地、开办国潮农创“潮

侬集市”，尽可能地构建起完整的直播生

态链。

“一名村播，背后可能有60个人为他

们提供各种服务。”唐寅表示，这让村民

们真正做到了“拎包直播”“无忧直播”。

“陈家胜经营的德龙手工面原本包

装较为简陋，‘变脸升级’后，新的包装

融合了当地的农民画元素，更受顾客欢

迎了。”柯城区教育局副局长余鹂欣慰

地说，仅去年一年在直播间卖出的手工

面比他过去十年卖出的还要多，他的

“家庭小作坊”也升级为规模化经营的

公司。

“我们和乡镇一起做村播学院，联合

组织、宣传、财政、文旅等多个部门的力

量共同扶持村播学院发展，集中优势力

量办好一件事。”余鹂说，要实现乡村振

兴和农民致富，仅靠教育的力量是不够

的，不仅要联合多部门打好“组合拳”，成

校更要打破围墙办学，主动对接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把培训办到农业产业链上，

把服务送到老百姓身边。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村播学院已

累计培训学员4687人，孵化培育出“胖

虎养猫”“多肉小王子”“面条陈掌柜”

“冯姐助农”等100多名村播达人。

一名村播，60人服务

教育搭台让柯城村民“拎包无忧直播”

““浙浙””一抹中国红一抹中国红
平阳中小学传承浙南革命基因平阳中小学传承浙南革命基因

湖州推出“真理的味道”
百年百课

本报讯（通讯员 胡熠烨 张 凯）百年百

课·追寻“真理的味道”——湖州市青少年党史

学习教育宣讲启动仪式暨中小学思政课改革创

新研讨会近日举行。

据了解，此次湖州市创新推出了百节优秀

党课征集、千名思政教师讲万堂党课、“同心向

党 共育情怀”中学生小论文评比等多项特色活

动，并着力完善已坚持31年的湖州市中学骨干

政治教师理论学习培训机制，让党史学习教育

不断走深走实，推动广大教师深刻把握党的百

年奋斗史中蕴含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抓好

青少年红色文化学习教育。

为确保活动顺利推进，相关部门还编纂了

《讲给青少年的100节党课》系列丛书。丛书

内容以小见大，语言通俗易懂，将党的政策、理

念、性质、宗旨等内容以青少年感兴趣的方式

融入课程之中，为党史教育进校园、进课堂奠

定基础。

启动仪式上，还成立了由全市各中小学

2000多名思政教师组成的“百年百课·青少年党

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接下来，宣讲团成员将同

各学科教师一起，把红色教育渗透到学生的日常

学习中，为全市青少年分类分层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宣讲，引导青少年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3月22日是世界水日。一场“探秘小水
滴旅行记”活动在省节水宣传教育基地——
遂昌县梅溪小学举行。据了解，该活动通过
节水创意设计、趣味答题互动体验与现代化
多媒体视听等方式开展。

（本报通讯员 叶艳景 摄）

平阳县鳌江镇滨江小学
的学生们瞻仰山门红军挺进
师纪念碑，感受当年红军英
勇抗敌的革命精神。

采访当天，平阳县凤卧镇
红军小学学生代表演唱《红军
小学之歌》。

E-mail：zjjyb1@163.com 责任编辑 汪 恒 电话：0571-87778077 版面设计 余江燕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扎实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杨 杨）日前，由台州科技

职业学院经贸管理学院院长陈文标领衔开发制

作的“企业管理基础”等微课程在抖音、快手等

平台上线后，不仅受到本院学生的热捧，而且得

到了校外学生的点赞。短短的时间内，43个微

课程访问量就突破了3万人次。

与传统课程不同，这些微课程都结合“国

学”中的育人故事演绎管理的计划、组织、领导、

控制四大职能思想，把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的

先进思想融入现代企业管理中，实现教书、育

人、管理有机统一。比如：讲述计划内容，教师

通过带领学生领悟“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

故事，来培养学生制订职业生涯规划的思想；讲

述决策的内容，通过领悟儒家“鱼和熊掌两者不

可兼得”的故事，来培养学生“舍生取义”的做人

原则；讲述岗位职责内容，通过领悟“名正则言

顺，言顺则事成”的故事，来培养学生踏实做好

本职工作的思想；讲述领导的识人和用人内容，

通过领悟“廉洁方可守常”的故事，来培养学生

发扬廉洁自律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2018年起，经贸管理学院开展融入“国学”

思想的高职领班人才管理技能培养研究，并立

项为省教改项目。该项目着眼于寓价值观引导

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通过持之以恒地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

合、求大同的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教育引导学

生传承中华文脉，富有中国心、饱含中国情、充

满中国味。

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近年来，台州科

技职业学院扎实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紧密结

合各专业类课程、各“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

的特点有机融入，使学生掌握专业理论、懂得做

人道理、了解职场规则、提升职业素养，让立德

树人、铸魂育人水滴石穿、润物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