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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同志是坚持真理、实事求
是的光辉榜样……他一生为真理而奋
斗，凡符合实际的，符合人民利益的，
他就坚持；凡经过实践检验不符合实
际的，他就勇于在工作中加以改正。”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周星锦等
同学在刘少奇故居前坪如是说，他们
正以青春的视角宣讲革命故事、感悟
为民初心。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关键课程。为落实思政教师“六要”
和思政课“八个相统一”要求，扎实开
展“四史”教育，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
院大学生思政教育党总支师生开展了

“学党史讲革命故事，弘扬红色文化传
承革命精神”为主题的系列实践教学
活动。

师生团队通过“讲一个故事、访一
位党史专家、找寻一本图书、撰写一份
微剧本”等环节，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图书馆资料、党史专家介绍等，一共搜
集 156 位湖南革命人物，通过对革命
人物相关资料的搜集了解，全面立体
了解人物形象，共同形成调研报告，以

点带面，以人物的革命历程映照党的
情怀，感悟为民初心。

在走近人物调研基础上，依托校
馆共建的实践教学基地，师生团队利
用暑假一次次走进场馆、走进历史的
深处，先后前往宁乡刘少奇故居、湘潭
乌石镇彭德怀故居、桑植洪家关贺龙
故居等 26 个纪念场馆，通过“听场馆
解说、访伟人后辈、找图书资料、寻影
音资源”四个环节，深入纪念场馆和革
命人物曾经生活过、战斗过的地方，追
随革命人物足迹，追忆革命人物初心，
缅怀追思，继往开来，感受红色文化的
力量。

一段段党的历史如数家珍，一个
个初心故事动人情怀，一位位革命人
物形象跃然眼前，一股股革命精神催
人奋进。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充分发
挥积极主动性，自主选取革命人物点
滴，以革命人物背后的初心故事为起
点，撰写宣讲稿，或在革命人物纪念
馆、或在校内开展形式多样的微宣讲
活动。

参与的同学感悟到：“我感觉从未

和革命先辈人物如此亲近，对革命人
物走上革命道路的心路历程也有了更
加深入的了解，从革命人物身上我看
到了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这一切都激励着我们应该肩负起时代
赋予我们的使命担当，将革命精神代
代相传。”

同学们拍摄的追寻伟人足迹系列
微宣讲短视频，将作为教学资源，储存
于学校建设的 900平方米的湖南革命
历史人物专题馆中，充分运用到思政
课红色文化校内研修环节，也将通过
慕课实现在线开放。

此次主题实践活动全面贯彻了关
于“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
扬好、把红色基因代代传承好”的精
神，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

“三全育人”工作的重要举措。以青春
的视角提升了学生思政教育的获得
感，以鲜活生动的形式开展思想政治
课教学，让思政课不仅“活”起来，还

“潮”起来，切实增强思政课培根铸魂
的实效性，实现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
大课堂的有机结合。 （覃扬庆）

用青春视角讲革命故事 让思政课“潮”起来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刘瀚潞

■名片
李佑新，1957年 9月生，娄底新化

县人。中共党员，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授。其教学成果《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中加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教
育的探索》获湖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
等奖和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出版
著作 16 部(包括主编)，发表论文 80 余
篇。多项教学成果获省部级一、二等奖
项，获“全国优秀教师”“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湖南省徐特立教育奖”和首届

“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

“李老师的课讲解细致，旁征博
引，深入浅出。”“每次上课，都感叹李
老师知识积累的深厚和对课程内容把
握的透彻”“李老师在课堂上总是充满
力量，令人信服”……学生们这样评价
李佑新的课。

湘潭大学教授李佑新的思政课除
了“扎实”“有料”之外，还有一抹特殊
的“红”色。这抹红色来源于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湘潭，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家乡；湘
潭大学，毛泽东亲自倡办的大学；而研
究毛泽东思想，更是湘潭大学几代思政
师生的传统和使命。自进入湘潭大学读
书起，李佑新就继承了这个传统和使
命，进行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为代
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是李佑新的
研究主题，也是个人精神上的“偶像”。

如今，走进李佑新的办公室，在满
墙的书籍里，有大半部分是关于毛泽
东的。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李佑新已
是国内著名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专
家，还带领团队把湘潭大学建设成了
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的学术重
镇。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更是成为
李佑新教学创新的灵感来源，让思政
课堂“红”起来。

2015 年，李佑新翻阅文献时，被
杨昌济与毛泽东的教学互动打动。“在
当时，杨昌济常讲述青年学生救亡图
强的故事来激励毛泽东等学生。在这
样的教学下，毛泽东等青年学生成长
为民族的脊梁。”

借鉴杨昌济的教学方式，李佑新
率团队开发思政课程《恰同学少年》，

“在课程中，我们讲述毛泽东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学生时代的故事，
让学生们看看那一代‘90 后’是如何
学习、锻炼、交友的。”这门课程引起青
年学生的共鸣，深受喜爱。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让思政课
的内容“红”起来，怎么让思政课在学
生中“红”起来呢？

“学生来到大学不仅仅是上专业课
学专业知识，还要通过思政教育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李佑新将思政教师铸魂
育人的责任看得很重，他发现很多大学
生喜欢远足，而湘潭的红色资源丰富，
有很多红色文化场馆、基地。李佑新结
合学生兴趣和实际情况，带团队开发了

“红色之旅”的教学方式。“把思政课堂
搬到红色文化基地，设置徒步路线，一
路上为学生实地讲解红色故事，让学生
走一走、看一看、学一学。”

学生沈俊楠对 2017年参加的“红
色之旅”活动记忆犹新，“一路上，我们
听老师讲解万名民工抢修灌渠的故
事，感受着当年‘移山之志、穿山之志’
的豪情，最终徒步近 13公里走到韶山
灌区管理局。这是一次身体和头脑上
的双重学习和锻炼。”如今，这样的“红
色之旅”已成为湘潭大学的常规课，

“红色之旅”“红”起来了。
各种主题的讲座、引人入胜的影

片、寒暑假的社会调查活动也成为课
堂的延伸。思政课在学生中“红”起来。

“听讲座、查文献和做调查、看影片、走
红色之旅、讨论和演讲、写论文心得和
调查报告，这样的‘六位一体’创新教
学模式让思政课更有亲和力、更接地

气了。”学生们纷纷反映。
今年，《恰同学少年》又“上新”

了。在李佑新的指导下，“80 后”教授
李伏清对《恰同学少年》进行线上精
品课程开发，在课程中引入了虚拟仿
真技术，让学生可以沉浸式地参观虚
拟展览馆，与伟人“互动”。李佑新希
望，年轻一代的思政教师能接过“接
力棒”，在教学创新上焕发热情；年轻
一代的学生喜欢上思政课，树立远大
理想。

如今，李佑新已过退休年龄，可依
然活跃在教学一线。面对学生和青年教
师深夜发来的问题，他依然会第一时间
解答。“第一次走上讲台时，思政老师于
我是一份职业。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
我愈加体会到思政老师立德树人、铸魂
育人的使命和责任。只要身体还行，我
就想一直教下去。”李佑新说。

■记者手记

沉甸甸的“李教授”
刘瀚潞

李佑新已年过六旬，可依然精神
抖擞、容光焕发。他的眼里闪着和善的
光，脸上也洋溢着笑容。整个交流仿佛
在与家中长辈聊天。但在这轻松的交
谈后，我却能瞥见一位“沉甸甸”的李
佑新。

李佑新的教学成绩是沉甸甸的。
从教三十五载，他先后给本科生、研究
生、博士生上课，带出了一百多位硕
士、三十多位博士。昔日的青年教师如
今已是桃李满天下的知名教授。

李佑新的教研成果是沉甸甸的。
“六位一体”教学模式、教学研究“双重
转化”、《恰同学少年》思政课程、“中国
共产党早期人物理想信念与精神风范
研究”……这些新鲜的名词承载着李
佑新几十年来的研究心血。

李佑新的使命信念更是沉甸甸
的。因为是湘大的一员，所以有做好毛
泽东研究的使命；因为是思政教师，所
以有铸魂育人、立德树人的使命；因为
是学院的“老教授”，所以有培养、鼓励
青年思政教育力量的使命。

可是，这样一位教授却又如此谦
逊随和。润物无声,育人无形，这大概
就是教书育人楷模的模样。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周瑾容 梁辉

刚刚从北京载誉归来的徐芙蓉，来
不及休息，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
中。

9 月 9 日，记者在湖南省人民医院
岳麓山院区见到了被誉为“最美芙蓉
花”的急诊 ICU 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徐
芙蓉。

徐芙蓉在这次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表彰大会上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两项殊荣。面对荣誉，她说：“荣誉已经
成为过去，更多的是责任和担当。这份
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同样属于和我并
肩作战的战友们。”

到黄冈近一个月瘦了3公斤
作为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 ICU 护

士长，徐芙蓉拥有丰富的重症护理经
验，2 月 11 日被选派到黄冈参与抗疫。
短短 5 天时间，她和战友们一道在大别
山区域医疗中心筹建起湖南专属重症
医学病区。

最初的日子，种种困难接踵而至——
对当地医院机器、设备、人员等情况不熟
悉，电脑办公系统、工作流程、团队协作
等需要磨合、适应；湖南专属重症医学病
区的护理队伍尚不稳定，来自湖南各医
院的 20 余名护理人员多数都是非重症
专科护士……徐芙蓉的压力很大。她每
天早出晚归，十几个小时泡在科室。工作
压力带来的焦虑让她严重失眠，要靠吃
安眠药才能睡上四五个小时。

徐芙蓉说，到黄冈近一个月时间，
她瘦了3公斤，但身体状况良好。每天忙
忙碌碌，却感觉有使不完的劲。3 月 5
日，结束了一天工作的徐芙蓉接到女儿
曹予馨打来的视频电话，收到了一份意
外的节日礼物：9 岁的女儿为她演唱了
一首爱意浓浓的歌曲《听我说谢谢你》，
并祝妈妈“三八”妇女节快乐。听完歌的
那一刻，徐芙蓉感动得眼泪都出来了。

“真的很意外！”徐芙蓉说，女儿平
时很少在她面前唱歌，这份温暖的节日
大礼让她很感动。

黄冈42天的坚守，徐芙蓉和队员们
一起完成了 49 名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任
务，最终实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患者
零事故的目标。

那一刻，感到无比骄傲
在经历了 42 天黄冈战疫的磨砺之

后，徐芙蓉又被派往非洲，代表国家援
非抗疫。徐芙蓉作为中国（湖南）抗疫专
家组成员、护理专家，5 月 11 日再赴非
洲，一去就是30天。

徐芙蓉说，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
子虽然有些艰苦，但这段经历无可取
代，感到很幸福。

今年 5 月 12 日是 109 个国际护士

节，当天下午专家组受到津巴布韦总统
姆南加古瓦的接见。当徐芙蓉在津巴布
韦的十几位领导人面前，用英语流利地
介绍自己的时候，作为湖湘儿女，那一
刻她感到无比骄傲。在各个交流场所，
专家组听到最多的几句话就是：“感谢
中国，感谢中国医疗专家组；我们借鉴
了很多中国抗疫的经验。”这些感谢，都
充分肯定了中国方案、中国精神和中国
力量。

在援非的日子里，她还经常被问
到：“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你们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控制住
疫情的？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医护人
员主动请战到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去？”

徐芙蓉用自己在黄冈抗疫的亲身
经历跟他们交流中国精神和中国医护
精神。她说：“我们没有时间考虑和犹豫
去还是不去，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当初我选择这个专业，成为一名医学生
时就庄严地举起了右手宣誓，并不断培
养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是一名中国
共产党员，在国家出现困难的时候，党
员都会主动冲在前面，并且用这种精神
去感染和影响周围的人。”

《芙蓉日记》，记录难忘经历
“晚上十一点半到达目的地黄冈。

放下行李，开会，领导给我们介绍了黄
冈的疫情，为我们下达了任务，深感责
任重大，但是相信我一定能做好。”（2月
11日，湖北黄冈）

“昨夜居然失眠了……下午去大别
山区域医疗中心，了解那边的情况，外
面人很少，途中遇见一辆又一辆的运输
车，心里踏实了很多。我在脑海里梳理
要让ICU正常运转需要做的护理工作。
既然来了，就想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

将这场战役打胜，早日回家。”（2月12
日，湖北黄冈）

这些都是徐芙蓉在抗疫期间写的
日记。

她在工作之余，抽空写下 30 多篇
《芙蓉日记》，用两万余字记录下 4 个多
月来的抗疫历程。她说：“这段抗疫的经
历，每一天都记忆犹新，弥足珍贵。”

徐芙蓉坦言，因为工作太忙，或者
条件有限，“日记”并没有做到天天记。
在黄冈的日记都是手写的，有时候记在
本子上，有时候随手记在便签上。在非
洲工作时，改为记“电子日记”，保存得
也更为齐全。

记者问起这段抗疫有什么遗憾，徐
芙蓉说：“陪孩子的时间太少了，对不起
女儿。”

2月11日至6月22日，徐芙蓉在黄
冈战疫42天，黄冈“清零”之后返湘回长
隔离14天，返岗上班15天，之后接受援
非前的封闭式培训 14 天，在非洲工作
30 天，回国隔离 14 天。在这 133 天里，
她在家总共只待了4天。

让她感到很欣慰的是，经过这段特
殊的日子，女儿似乎长大了，也懂事很
多了。在援非返湘的那天，女儿手捧着
她画的“最美芙蓉花”画作前来接机。女
儿说：“我的妈妈就像美丽的芙蓉花一
样清丽淡雅。”徐芙蓉既欣慰又心酸地
感叹：“妈妈不在身边的日子，女儿真的
长大了。”

徐芙蓉说，人生在世，有三件事不
能避：为民请命不能避，为国赴难不能
避，临危受命不能避。这次新冠疫情来
势汹汹，赋予了医护人员特殊的使命和
担当，作为一名护士和新时代的青年党
员，她很感谢这段难忘的时光，这将是
她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科教新报记者 王燕

■名片
申玢彦，女，1968年生，邵阳邵东

县人。中共党员，邵东市第一中学教
师。她坚守教学一线 30年，提出“化学
深度课堂”先进教学理念并运用到教
学实践中，被中国教育学会评为全国
教学改革实践优秀教师。她年过半百
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支教。期间，她带
着患病丈夫一起援疆，获得湖南省援
疆先进个人称号。2020 年，荣获首届

“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称号。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援疆的决
定。”回忆起在新疆鄯善县支教的两
年，申玢彦端起了手中的茶杯说，恰似
这普洱茶，入口苦而后回甘。

谈起选择援疆的原因，申玢彦
说，就是想将几十年积累、沉淀的教
学经验献给天山脚下的孩子们。翻开
在新疆拍摄的照片和新疆学生送给
她的纪念相册，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
日子重现。

2018 年，湖南省遴选援疆教师。
年过半百的申玢彦响应号召，请缨援
疆。这个决定，除了她的爱人和儿子，
身边的人都不支持。大家都劝她：“你
已经是湖南省‘特级教师’了，也不年
轻了，没必要去吃这份苦。”

“援疆，是国家的重大战略，是党
和人民的重托。”临行前，她特意写了
一篇《爱是前行的力量》，表达自己去
新疆的决心。

到鄯善县之初，一切都比申玢彦
想象中更艰难。和湿润温暖的湖南相
比，鄯善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一年
中有半年都是沙尘天气。除了气候、饮
食、水土的不适，还有难以割舍的亲
情，但她默默忍受，一门心思地投入到
紧张的教学工作中。她说：“来了，就要
对得住‘援疆支教’这四个字。”

申玢彦的“新家”鄯善县一中是一
所维吾尔族学生居多的学校，她被分
配担任学校三个班级的化学教师、教
研组长。她刚接班时，与学生语言不
通。为此，她以问题为导向，耐心引导：
将语速放慢一点、把内容讲细一点、对
学习难度降低一点。很快，她和学生之
间起了“化学变化”，在期末考试中，她
所教班级的化学成绩居学校前茅，学
生们都称赞说：“申老师亚克西！”

在鄯善县一中，申玢彦的化学课

成了学校的“标杆”，但她更希望带
去湖南先进的教学理念，打造一支
带 不 走 的 教 师 队 伍 。“ 她 找 到 我 商
量，将教师传帮带由原来‘一对一’
变为‘一对多’的模式，这整体优化
了我校教师培养机制。”鄯善县一中
党总支书记胡军告诉记者，对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她用录课、微课的方
式，反复回放、指导，分步研磨。在她
的精心指导下，鄯善县一中教师很
快成长起来。

就在申玢彦全力援疆之际，“后
方”却出问题了。2019年暑假，同为邵
东一中教师的爱人刘贤忠被确诊为肺
癌。内疚不已的申玢彦回到湖南陪爱
人去医院手术。

“申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开学
时间到了，不知情的鄯善县一中师生
们纷纷给申玢彦发消息询问。一头是
手术后需要照顾的爱人，一头是未完
的援疆任务，该如何抉择？

同为党员，刘贤忠理解妻子既放
不下责任、又放不下丈夫的两难。刘贤
忠主动对妻子说：“既然你不能陪我，
我就陪你去援疆。”“这是我这辈子，听
过最美的情话。”申玢彦感动不已。

2019 年国庆节刚过，申玢彦扛着
两个人的行李带着爱人换乘四次高
铁，辗转两天才到鄯善一中。一路颠
簸，刚做完手术后的刘贤忠，咬牙忍受
着疼痛。一次，刘贤忠痛得实在受不

了，躲去车厢洗手间，被申玢彦看到，
两人相对流泪。

考虑到申玢彦肩挑课堂教学、照
顾爱人的实际情况，学校提出减轻她
的教学任务，但高中化学教师人手很
紧，申玢彦谢绝了。刘贤忠听说后，夸
赞妻子“做得对。”

“我要把请假期间缺的课都补
上。”看到爱人全力支持，申玢彦迎难
而上，工作更加努力，每天奔走于学校
和宿舍之间，备课、上课、改作业、辅导
学生、带徒弟、组织化学组教研活动。

这一年，申玢彦指导青年同事参
加 吐 鲁 番 市 教 学 比 武 荣 获 了 一 等
奖，指导并参与的课题也在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成功立项，她获评援疆
先进个人。

“我没想到我这么快就能参与课
题研究。”鄯善县一中的青年教师李院
喜是申玢彦的“徒弟”，电话中，他这样
告诉记者：“申老师不仅是学生们的老
师，也是老师们的‘老师’。”

■记者手记

以爱育爱
王燕

鄯善县一中的阿迪莱是申玢彦的学
生，她在电话中告诉记者，申老师的到来
让她爱上了化学，也找到了人生梦想。

阿迪莱的父母工作忙，她的早餐
一般是一杯酸奶解决或者干脆不吃。
申玢彦便在她的抽屉里悄悄放包子、
鸡蛋饼等早餐。“长大后，我要成为一
名化学老师，像申老师那样。”阿迪莱
语气坚定：“报考湖南的大学，因为那
是申老师的故乡。”

申玢彦把鄯善县当成了自己的第
二故乡。采访中，她说：“能使学校教学
质量提升，能让家长对学校、教师满
意，不管多辛苦都值得。”援疆支教回
来已经两个多月了，申玢彦仍经常想
起维吾尔族学生可爱的笑脸，她说，那
些孩子是她这辈子都放不下的牵挂。

有人质疑支教的作用与价值。但
通过这一次采访，我看到了“爱和精
神”的双向传递。

“教育需要教师以德养德，以爱育
爱。”申玢彦说，“与物质条件的匮乏形
成强烈反差，我和我的爱人在援疆期
间，一路相互扶持，一起找到了高于物
欲、甚至高于生命的人生价值！”

湖南教书育人

新楷模

李佑新：让思政课堂“红”起来

申玢彦：带着爱人去援疆

湖南日报9月9日讯（记者 陈薇）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美
德，积极践行“湘观影”全省职工观影
活动，在第 36 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株洲
市总工会组织百余名一线教师职工代
表走进影院观看了电影《八佰》，为全

省电影产业复工复产按下属于株洲市
的“助力键”。来自株洲市第四中学的
教 师 曾 娟 在 观 影 结 束 后 开 心 地 说 ：

“‘湘观影’活动很暖心，特别是包场让
教师观影非常棒，让我们获得了更多
社会认同感。”

据了解，自 7 月 20 日株洲市电影
院有序复工复产后，市委宣传部、市总
工会迅速行动，结合株洲市实际，制定
下发有关文件，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在为广大职工

带来文化福利的同时，进一步激活电
影市场，扶持电影企业。下一步，株洲
工会还将组织援鄂抗疫医务工作者、
劳动模范、道德模范免费观影，并精选
一批主旋律影片，组织党员、干部走进
影院上党课、看电影，撰写影评和心得
体会。

据悉，为助力电影行业复工复产，
“株洲工会”微信公众号还定期推出了
“中国梦·劳动美”送文化惠职工、免费
送电影票活动，深受广大职工喜爱。

徐芙蓉：

“更多的是责任和担当”

“湘观影”教师节专场举行

株洲组织百余名教职工集体观影

9月8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徐芙蓉载誉而归。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申玢彦与爱人刘贤忠在鄯善县
合影。 通讯员 摄

李佑新 通讯员 摄

抗疫先进风采

暖心“湘观影”
影业沐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