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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起，大型专栏报道“壮丽70年·奋斗
新时代”在各媒体正式推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心讴歌光辉历
程，用情展现人民奋斗，用功书写精品力作，这是
新闻战线献给新中国 70 华诞的生日礼物，也是
广大新闻工作者为人民抒写、为时代立传的使命
职责。

时间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伟大的书写
者。70年艰辛创业，70年砥砺奋进，中国共产党
领导亿万人民团结奋斗，新中国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总结：“无论是在中华民族
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
地的奋斗史诗。”读懂共和国的奋斗史诗，我们
才能深刻理解“中国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管用”，
才会更加清楚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美好的明
天该怎样创造，激发出团结一心、不懈奋斗的磅
礴力量。

共和国的奋斗史诗，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近代以来，让中国告别积贫积弱、
走向繁荣富强，是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奋斗目
标。在历史的洪流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矢志
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一路披荆斩棘、奋勇向前，久
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事实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历史是最好的
教科书。深入思考 70 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
践，深刻理解新中国 70 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
的内在逻辑，我们就能进一步把握大势、明确方
向，不断坚定“四个自信”，沿着党带领人民历经
千辛万苦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
移走下去，继续写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大文章。

共和国的奋斗史诗，激荡着中国人民百折不
挠、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新时代的中国蒸蒸日
上，百姓生活一节更比一节高，这来之不易的一
切，凝聚着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浸透着中国人民
的辛勤汗水。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亿万人
民的奋斗与创造是共和国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
华儿女艰苦奋斗、接力奋斗、团结奋斗的壮丽史
诗。从西柏坡到深圳湾，从小岗村到浦东、雄安，
从脱贫攻坚一线到城市大街小巷，从田间地头到
工厂企业，多少奋斗的故事在其中演绎。读懂中
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弘扬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激
荡家国一体、命运与共的情感共鸣，巩固爱国强国
报国的社会共识，新时代的奋进脚步必将更加稳
健铿锵。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共和国70年的奋斗史诗凝聚
着一往无前、高歌行进的强大力量。让我们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奏响
新时代的奋斗旋律，勠力同心迈向民族复兴的光辉未来！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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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党支部书记从过去平均年龄60

岁以上，下降到现在的平均年龄48岁左
右，最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是1987年生
人。”西柏坡镇党委书记陈东亮说，我们
要以敢于考出好成绩的精神状态，战胜
前进路上的一个个困难。

奋斗，为了美好生活

这是平山县下槐镇南文都村：平整
的道路、漂亮的文化广场、成方连片的鱼
塘……几年前，这里还是垃圾围村、污水
横流，就连村委会大门也被猪圈、厕所

“堵”了起来。
改变，始自扶贫工作组的到来。
驻村第一书记张端树调研后发现，

南文都村距离西柏坡景区不到4公里，
依山傍水，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大有潜
力可挖。

整治村貌，治理河道，修建荷花池
塘，栽植葡萄、樱桃，打造农业生态观光
园……扶贫工作组和村民一起，扮靓着
山村。

土地流转、园区打工、办“农家
乐”……村民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驻村期满，张端树被村民留了下
来。张端树说，永远忘不了村里最后一
位脱贫户说的那一句“共产党好”。

西柏坡纪念馆里，几张黑白图片记
录着历史。

70多年前，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
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通过了
《中国土地法大纲》。“耕者有其田”，点燃
了中国人民“翻身立家”的热望。

上世纪50年代，由于岗南水库的修
建，西柏坡人从稻麦两熟的“米粮川”搬
迁到贫瘠的高岗旱岭上，人均耕地锐减，
生活一度变得艰难……

74岁的老党员闫青海的身上，浓缩
了西柏坡人的奋斗创业史：年轻时开运
输船，进城打工，开办西柏坡第一家“农
家乐”、成为村里首个“万元户”……闫青
海一直相信，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

“过去，党带领老区人民翻了身，如
今又带着老区人民脱了贫。艰苦奋斗的
精神啥时候都不能丢。”闫青海说。

看准了西柏坡村的旅游业前景，
“80后”大学生闫二鹏2005年回到家
乡，接过了家里的旅馆生意。在经营旅
馆同时，他还开设旅游网站，开发导游讲
解等业务，每年利润达四五十万元。

作为新一代西柏坡人，闫二鹏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红色文化更好地宣
介出去。“到西柏坡参观旅游的人越来
越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能让参
观者更好地领悟西柏坡的历史和精
神。”

奋斗，书写发展新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山县以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大力实施“生
态立县、旅游兴县”战略，推动县域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截至2018年，平山县创建5A级景
区1家，4A级10家。2018年全年接待
游客1710万人次，同比增长30%；旅游
收入达129亿元，同比增长35%。

“天蓝蓝的，云白白的，呼吸着新鲜
的空气，多好啊。”“环保先锋”封彦彦对
绿色发展有着深刻体会。

过去，封彦彦开厂子生产耐高温
砖。“平均每天要烧掉几吨煤，搞得浓烟
滚滚。虽然挣钱，但成天被告状投诉。”
随着国家对环保越来越重视，封彦彦觉
得再这样干不行。

于是，从自行研发适用于自己企业
高温窑炉的环保设备起步，到依靠摸索
出来的技术申请国家发明专利成立环保
公司，再到砖厂关门、环保公司进入发展

快车道，封彦彦在倒逼转型中打开了事
业发展新局面。“过去生产耐火砖，每年
产值以千万元计，现在做环保，每年产值
以亿元计，没法比。”

转型，带来新生机。
2015年9月，位于平山县的河北敬

业集团成立敬业增材制造科技有限公
司，发展3D打印等项目。这家大型民
营钢铁企业迈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
键一步。

他们与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的科研团
队合作，研发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微细
金属粉末成套制备技术，率先在国内建
立起微细金属粉末生产线。

“两公斤金属粉末就能卖出一吨钢
的价钱。通过3D打印技术把金属粉末
构造成各种精细零件、定制化产品，极大
降低了对能源和原材料的损耗。”敬业集
团副总经理张觉灵介绍。

新的起点，新的目标，新的挑战。摘
掉“贫困帽”的平山县，有了更加宏大的
愿景——打造市域次中心，建设生态富

裕文明和谐中等城市。
“要围绕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做

到脱贫成效、环境质量、民生保障水平三
个提升。”李旭阳概括平山的“答题思
路”。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
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
斗中彻底地推翻掉。”1949 年新年之
际，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撰写题为《将
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向世界庄
严宣告。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坚如磐
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
毅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
业推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2019
年新年贺词，激励、鼓舞着亿万人民。

站在西柏坡，置身新中国出发的地
方，感受历史与现实的回响，心潮澎湃，
豪情满怀。

（记者 孙杰 黄小希 张涛 闫
起磊 范世辉）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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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全国教育大会召
开以来，巴南区用实际
行动开创新时代教育
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近年来，巴南区围
绕“宜学巴南，品质教
育”愿景，坚持立德树
人，五育并举，特别是
以美育为引领，坚持

“让艺术扮靓人生”的
理念，外塑形象内提品
质，强化美育保障、挖
掘美育载体，注重心理
健康教育和课程体系
建设，在实践中提升学
生核心素养，努力提供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为学生健康快乐
成长引路护航。

重庆市实验中学舞蹈《闺秀》参加市级比赛获一等奖

强化美育保障 提升美育实力

“巴渝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伴随着婉
转悠扬的曲调，巨大的黑幕前，手握绣针的姑娘们
犹如三月里的辛夷花灵动优美，一束幽幽蓝光勾勒
出一个个青春正好，对生活怀有美好追求的绣娘形
象。

这是巴南区全善学校在重庆市第七届中小学
生艺术展演上表演节目《闺秀》的情景，该节目荣获
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

在巴南，以全善学校为代表，一批极具特色的
美育典范正在不断涌现。

“近年来，我区先后出台了《巴南区中小学美育
改革和发展行动计划》，将各级美育工作融入各类
规划、方案中，制发关于区级艺术素质测评等近10
个专门文件，从制度上保障美育工作推进。”巴南区
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巴南区以“推进美育改革”为抓手，成
立区级贯通各学校的美育工作领导体系，健全学生
艺术素质测评、学校艺术工作者自评和艺术教育年

度发展报告三级考评制度，配齐配足美育相关课程
师资力量，在硬件和软件上提供保障。

在巴南区美育工作领导体系下，各学校在经费
上保障学生艺术活动、学生社团活动、发展特色项
目、开发课程资源、及时补充和更新设施设备、培训
教师等。2018年，累计投入美育、艺术、科技活动经
费约400万元。

高标准、大投入的背后，是巴南区五育并举，以
“美”提质的决心和魄力。

“直来植趣”洗衣液瓶种花，“拾来识趣”汽车零
件、机械零件主题性壁画、废旧碰碰车趣味涂鸦创
设的楼层立体标识牌、黄桷树下开辟“游乐体验园”

“棋苑”、以“农耕文化”中茅屋、铧犁、石磨、蓑衣等
元素装饰的美术室……

走进巴南区鱼洞四小，遍布校园各廊道、体验
区域和功能室的美育元素，让人恍若进入艺术空
间。鱼洞四小将艺术审美课程融入校园文化，构成
巴南美育硬件打造的缩影。

为提升全区美育整体水平，巴南区开展共同体
学校艺术学科捆绑发展结对帮扶，全区4个小学共
同体60所学校、4个中学共同体34所学校建立合作

共建机制，促进区域内城乡美育均衡协调发展。

增强美育师资 挖掘美育载体

育爱美之人，需要爱美之师。巴南区建立美育
师资台账，着力提升美育师资水平，建立美育教师
校、区协同培养培训机制。2018年，艺术教师参加
区级以上培训409人次，建立美术、音乐、书法名师
工作室3个，吸纳后备人才100余名。并以市区级
音乐美术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为班底，组建巴南
区中小学音乐、美术教师专家库，以教师考评、艺术
测评、集体视导、教师培训、教研活动等形式提升美
育教师整体水平。

目前，巴南区已经形成一支结构合理、体系完
备的美育教师队伍，承担3个市级、6个区级美育改
革实验课题，美育教师多次在市级大赛中斩获大
奖。

承袭于“巴渝歌舞”的木洞山歌、接龙镇民间乐
种接龙吹打、入选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经典名单的
界石儿歌……为让美育工作抓得更实，巴南区各中
小学以音乐美术课程为载体，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打造了一系列独具巴南特色的美育校本课
程。

在课程体系构建的同时，全区中小学积极探索
内容丰富的兴趣社团活动、辅助活动课程等美育形
式，支持有条件的学校打破传统艺术课堂教学模
式，探索实施“连堂教学、分类教学、分层教学”，开
展“走班制”“长短课”等教学改革，加强美育教学管
理。

此外，巴南区还建立了以专项艺术竞赛与班级
全员展示相结合、大型艺术活动与专题特色活动相
结合的艺术实践序列。从5月学生艺术活动月、12
月迎新年艺术展演活动月系列活动到校级每年一
次、区级两年一届的综合性艺术展演，以及每年1—
2次专项艺术竞赛活动，巴南区为孩子们搭建起宽
阔的展示平台。仅2018年，全区开展校级及以上活
动达500多场次，学生参与面达93.62%。

辛勤耕耘，必有收获。巴南区艺术教师参加市
级以上比赛成绩突出，在最近连续两届重庆市中小
学音乐美术教师教学技能展示活动中，该区音乐、
美术学科双双荣获团体一等奖。

姚兰 覃燕 图片巴南区教委提供

筑牢美育基础 涵养学生心灵
巴南区“以美化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青少年阶段是人身心发展
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
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心理健
康教育势在必行。

在“宜学巴南，品质教育”的
理念指引下，巴南区将心理健康
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以“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创建为
契机，力求通过树立一批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先进典型，推动全区
中小学全面普及心理健康教育。

明确学校在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发展方面的义务和责任，规
范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保证
心理健康教育时间和必要的活
动场地，丰富课程内容，建立稳
定的专业化教师队伍……这一
系列的措施，催生出一批心理健
康教育典型。

鱼洞四小STAM“四纵两横”

生命教育课程体系中的身心健
康素养类课程，立足“基于生命”

“直面生命”“为了生命”的价值
目标，积极寻求生命教育与德育
的最佳契合点，以心理健康教育
为突破口，将周边发生的“灾难
事件”转化为育人资源，利用心
理健康节关爱与提升学生心理
品质，定时进行家长心理健康培
训，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合力。
2018年，鱼洞四小成功创建成为
市级心理健康特色学校，学校的
心理疏导、压力释放等方面教育
渠道效果显著。

除此之外，该区还建成“巴
南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中心”,充实心理健康教育专家组
成员，构建区、校二级中小学心
理健康工作网络，保障心理健康
工作有序开展，护航学生成长。

心理健康教育 唤醒生命的灵动自信

“德育要朝着体系化努力”
是全国教育大会对德育工作提
出了进一步要求。事实上，巴南
区各中小学在德育体系化建设
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各具特色
的德育教育体系和品牌。

鱼洞二小的“大中小德育课
程体系”就是其中的典型，该校
德育处实施的大课程、以年级为
单位实施的中课程和以班级为
单位实施的小课程，围绕《中小
学生守则》的要求和传统道德规
范要求以及公民素养要求开展
课程设计，所构建起的以定时活
动、主题活动、亲子活动和社区

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体系，包
含了《弟子规》德育课程和校本
活动课程。

除鱼洞二小外，巴南区还涌
现出重庆市实验中学“自我正
信、人我礼仪、物我和谐”的“三
我”德育模式，以及李家沱幼儿
园课程实施 12345 模式、清华中
学“三自三雅”体验式德育模式、
南区学校以文化建设和养成教
育为两翼的德育工作体系等一
系列德育体系。一幅百花齐放
的德育体系图景正在巴南逐步
构建。

课程引领 探索德育体系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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