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5月29日 责任编辑：兰 天 版式策划：柴建平 责任校对：颜 华

要闻 7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赵 媛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刑场上的婚礼———周文雍和陈铁军

举起双手，先鼓鼓
掌，接下来跟着节奏分别
摆出手指框等动作……
最近，“中国很赞”手指舞
火遍互联网，我区高校接
力推出大学版“中国很
赞”手指舞挑战活动，内
蒙古大学、内蒙古民族大
学、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
业学院等高校的师生纷
纷参与，以这样的形式一
起来为中国点赞。

增强认知认同

从小做起、心有榜

样、学有目标

青少年时期是价值
观的形成阶段，青少年的
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社
会的价值取向。

为了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校园中落
地生根，我区各级各类学
校按照“一月一主题”

“讲、践、评、测”等模式，
广泛利用校园宣传栏、网
站、微信公众号等阵地进
行宣传，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纳入课程，融
入班队会、升旗仪式、毕
业典礼，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进校园、进教学
楼、进班级、进课堂、进宿
舍、进教材、进师生头脑。

走进呼和浩特市苏
虎街实验小学，良好的校
园文化环境中处处体现

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容。校外宣传栏、楼道
内、主题空间，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宣传展板随
处可见。各年级、各班级
的墙壁上都悬挂有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小学
生守则》挂图。实验小学的
同学们通过“亮眼看家乡
巨变”“展望十三五”等活
动，制作主题黑板报和手
抄报，从家乡的变化、身边
的变化、和谐社会的美好
体验等方面，讲述自己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
解。

作为自治区唯一的中
国雷锋小学，包钢实验二
小将立德树人、继承弘扬
雷锋精神与创建文明校园
紧密结合起来，弘扬一颗
钉———专注坚持精神、一
块砖———踏实践行精神、
一团火———奉献给予精
神、一片叶———感恩回报
精神、一滴水———团结友
爱精神，让具有实验二小
特色的新时代雷锋精神发
扬光大。

内蒙古师范大学校团
委将每年4月确定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
月，并将宣传月作为贯彻
落实团中央在大中学生中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举措。“北疆
青年学习进行时”“提高文
化自觉自信 推进高校文

化育人”“理智分辨是非，
燃起爱国热情”……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
传月期间，内蒙古师范大
学第七期大学生骨干培训
班的8场报告会，“与信仰
对话”退役大学生兵宣讲
报告会，以研讨、辩论的方
式帮助学生们正确认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
内涵。

今天的文明校园代表
着明天的文明社会。党中
央提出，到2020年实现高
校、中小学文明校园创建
活动100%覆盖。近年来，我
区各级各类学校对照文明
校园创建标准，积极推进
创建工作，全区共评选命
名盟市级文明校园542所、
旗县级文明校园665所。

强化实践养成

重在平常、贵在入心、

要在践行

“敦品励学·成才圆
梦”“德育先导·以文化人”

“日行一善”“苏敦娜荷
芽”、高校百场形势政策报
告会、《马克思靠谱》进校
园、经典歌舞进校园等一
系列品牌活动不断深化着
我区各级各类学校中国梦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

通过网上在线学习、
课堂导读、专题读书会、

分享会、制作微视频等新
颖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习活动在内蒙古大学
热度不退。“信仰·航标”
马克思主义经典读书分
享活动在内大定期举行，
同学们在阅读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中提升自己、
增长知识、深邃思想，在
潜移默化中接受马克思
主义的熏陶。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之际，广大师生
齐聚内蒙古大学哲学思
想实验室，召开马克思与
青年座谈会，共同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
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

今年清明节前夕，以
“铭记红色历史，筑梦时
代征程”为主题的教育实
践活动在乌兰夫纪念馆
举行。呼和浩特市五塔东
街小学、公义店小学、第
六中学、第二十六中学、
第二十七中学的1000余
名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
一同参加祭扫。在重要的
时间节点开展清明祭英
烈活动、学习和争做美德
少年活动、童心向党歌咏
活动和向国旗敬礼活动
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正

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深深根植于学生的心
里，引导他们学习党史、
国史和英模事迹，懂得珍
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在乌海市乌达区巴
音赛街小学的校园艺术
周文艺汇演中，学生们表
演京剧《说唱脸谱》、豫剧
《谁说女子不如男》等节
目，不仅展示了“小戏骨”
们的传统文化素养，也让
孩子们从小浸润在浓厚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氛围
中，印上爱祖国、爱中华文
化的深刻烙印。

设置不同的德育话
题、创造性地开展特色教
育活动，进一步丰富了校
园文化生活，同时也引导
广大师生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到日常点滴
中。“参加这样的活动让我
很感动，孩子长大了，越来
越懂事了，也知道感恩父
母了。”通辽实验中学初
一四班彭春明的家长说。
通辽实验中学定期举办感
恩成长动力训练课程，让
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
健康阳光的自信心态。

每年一届的“桃李之

星”“育人之星”“美德少
年”等评选表彰，以及道德
模范校园巡讲等活动，分
层次分类别在各个年龄段
学生中开展。评选表彰过
程不仅仅成为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
程，更把榜样的力量转化
为广大师生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

【记者手记】

让广大青少年“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打牢正

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根基，努力培养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要实现

这一目标，就要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办学

治校的全过程和校园生活

的方方面面，融入教材、融

入课堂、融入校园文化建

设、融入道德实践；就要把

学校建成锻造理想信念的

熔炉、弘扬主流价值的高

地、涵育中华文化的家园

和滋养文明的沃土，汇聚

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磅礴正能量，引导广大青

少年努力成长为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新华社广州5月18日电

（记者 李雄鹰） “头可
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
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
汉身躯为群裂。”这是共
产党员周文雍被捕后在
监狱墙壁上写的一首不
朽诗篇。

1928年2月6日，周文
雍与在革命斗争中建立爱
情的女共产党员陈铁军一
起，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举
行了悲壮的婚礼，从容就
义。

周文雍，广东开平人，
1905年8月生。1923年加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
员、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
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
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

职。
陈铁军，原名陈燮军，

广东佛山人，生于1904年3
月。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
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
为追求进步，铁心跟共产
党走，她将原名燮军改为
铁军。1926年4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
年10月，周文雍被选为中
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投
入广州起义准备工作。陈
铁军受党的派遣，装扮成
周文雍的妻子，参与准备
广州起义。

1927 年 12 月 11 日 凌
晨，在张太雷、叶挺、恽代
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
聂荣臻等领导下，震撼中
外的广州武装起义爆发。
广州起义给背叛革命的国

民党新军阀以沉重打击，
在激烈的战火中建立了

“广州苏维埃政府”，周文
雍被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
人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部
长。因力量悬殊，寡不敌

众，广州起义在帝国主义
支持下的各派反革命力量
的联合进攻下，最终失败。
周文雍率领部分起义武
装，与十多倍于自己的敌
人短兵相接，顽强拼搏，
不怕牺牲，奋勇死战，最
后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撤
离广州，辗转到香港，负
责联络和安置撤到香港
的同志。

1928年1月，周文雍
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
务委员兼广州市委常务
委员，再次与陈铁军回到
广州，重建党的机关。1月
27日，由于叛徒出卖，周
文雍与陈铁军同时被敌
人逮捕。

在狱中，他们备受酷
刑，坚贞不屈。敌人无计
可施，决定判处他们死刑。
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
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
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
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
在心底。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们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
爱情公布于众，在敌人的
刑场上举行了革命者婚
礼，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
气概。

江门市为了纪念周文
雍和陈铁军，在百合镇茅
岗村修建了周文雍陈铁军
烈士陵园。陵园占地面积2
万平方米，坐南向北，建有

牌坊、纪念碑、纪念馆、纪
念亭、塑像、悼念广场等纪
念设施。

陵园内，在20多米高
的平台上建有高31.6米的
纪念碑，碑上镌刻叶选平
的题词“周文雍陈铁军烈
士纪念碑”，碑座正面镌
刻的碑文上记录着两位
烈士的革命事迹。左面刻
着陈铁军烈士的箴言：

“一个革命者应该学习古
今中外伟大人物的高贵
品质和英雄气概。”右面
刻着周文雍烈士就义前
写的著名诗句：“头可断，
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
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
身躯为群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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