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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高校教学有很高的价值。“红船精神”
融入高校教学中,有利于培育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使命与担当,有利于增强大学生
对思想政治教学理论课的融会贯通。高校在教育教学中要从课程体系、校园文化、社会实践活动等方
面着手,探索红船精神融入高校教学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红船精神；高校教学；价值与路径
中图分类号：G424.1 文献标识码：A

The value and path of integrating red boat spirit into College Teaching
Ming Chen Shaolong Yang
School of Marxism, Kunm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Red Boat Spirit" is the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is of
high value to the teaching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he integration of "Red Boat Spirit"
into college teaching is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patriotism, enhancing their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and enhancing their mastery of the theoretical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explore the practical path of integrating the spirit of
red boat into college teaching from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system, campus culture, social practice and so
on.
[Key words] red boat spirit; university teaching; value and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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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不仅诞生了一个伟大的

不断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一次

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政党——中国共产党,而且铸就了一种

次都失败了。十月革命炮声响起后,给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今天,中国共产党

伟大的精神——“红船精神”。2005年,

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23

人以坚定的理想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国家领导人同志在《弘扬“红船精神”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

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脱贫攻坚站的全面

走在时代前列》一文中将这一精神的内

行,一大的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

胜利。在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

涵高度提炼为：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

的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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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熠熠生辉的

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路上,中国共产党秉持着开天辟地,敢

人类奇迹！

首创精神代表了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

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正带领全国人民在

1.3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目标遵循,奋斗精神蕴含了党建设中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阔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把为人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追求,奉献精

步前进。

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2020

神象征着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1.2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们党始

宗旨。

党的“一大”会议在白色恐怖中举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

1 红船精神的内涵

行,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在南湖红船完成

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1.1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依靠坚定的理

健康放在第一位,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1840年后,西方列强一步一步地打

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我们党

就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胜

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开始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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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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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大会上,国家领导人强调：
“历史充分

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红船精神内涵丰富,将其融入高校

证明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人心向

国梦的主力军,我们必须扛起我们肩上

教育教学体系有着巨大的价值。首先,

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

的责任。中共在“一大”时,13名代表平

高校教学者深刻理解和领悟“红船精神”

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

均年龄为28岁,最小的只有19岁,他们中

产生的背景、内涵和意义,积极探索有效

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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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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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

大梁,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救出,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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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全面建设

极投身救国救民的道路。而在今天,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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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冲破荆棘,奋勇向前,激励和鼓舞了现

指导下,将指导全国人民的伟大红船实

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

在的所有年轻人。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脱

践编入教材,着力发掘新时代出现的先

展的新局面。

贫一线和抗击疫情中,越来越多90后的

进型、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全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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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影出现在一线中,他们用奋斗定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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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用青春践行誓言,一腔豪情抛洒在了

神风貌,最终将教材体系转变为教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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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要有意

系。最后,广大高校教学工作者要创新教

识地把革命期间红船的精神深深扎根在

育教学模式,通过微信、微博平台进行红

心中,在新时代不断继承发展。

船精神有关内容的发布,教师可以将录

精神
2019年1月17日,国家领导人在南
开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学校是立德树
人的地方。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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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课程上传到慕课上,方便学生随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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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

心、民族魂,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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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人,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爱

很多大学生表现出来的都是功利主义。

3.2将红船精神融入校园文化

国主义是所有中华儿女内心深处最自

他们甚至认为只有获得了荣誉才是优

校园文化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对大

然、最朴素、最持久的感情,也是中华

秀的学生,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因此

学生的教育教学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加

民族的民族心和民族魂。大学生是祖国

为了获得荣誉不择手段,而不是踏踏实

强校园文化建设有利于强化高校教学的

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爱国主义教育

实地去奋斗,受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

效果。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可以提升大

的重点培养对象。“红船精神”既包含

和现象的影响,他们学会了去“找关系”,

学生精神层面的思想觉悟。为此,高校应

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又包含革命实践

他们去拉拢同学,巴结取悦老师,其价

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建设。首先,高校可以

精神。“红船精神”继承和发扬中华民

值观存在很多问题。将“红船精神”融

成立“红船研究会”、“红船讲坛”等社

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为后续新时期大学

入高校教学,就是要突出解决部分大学

团组织,积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相关的

生爱国主义情怀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

生存在的功利主义和价值取向偏差等

活动,加深对红船精神的认识。其次,在

支持。
“红船精神”融入爱国主义教育,

问题,引导青年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各个学院、学生处、共青团的指导下,

不仅丰富了爱国主义的实践载体,还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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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定理想,百折不饶的奋斗精神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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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得失。

大学生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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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坚力

坚持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才一直赢得人
民信赖,如今,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这

3.1将红船精神融入高校教育教学

“红船精神”通过高校教育教学体系、校

服务。正因为有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一代的手中。我们这一代人是实现两个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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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娟作品体现了她对大自然的热爱,对自然怀着一种单纯的美好爱恋,一种纯净的领悟。李娟作
品中表现出的诗意和哲理,有着近乎宽容的博大胸怀。本文通过对李娟生平及其作品的介绍,对其散文进
行分析,探讨了李娟散文的创作特点,对李娟散文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 李娟散文；创作特点；评价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On Li Juan's Prose creation
Xing Lin
Xi'an Shiyou University
[Abstract] Li Juan's works embody her love for nature. She cherishes a pure love for nature and a pure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oetry and philosophy in Li Juan's works are almost tolerant and broad-minded.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Li Juan's life and her works, this paper analyses her prose, probes into th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her prose, and evaluates her prose.
[Key words] Li Juan's pros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evaluation
前言

过对李娟作品的分析,探讨了李娟作品

永远这么小,我永远不会担心它。只需要

很小的时候,李娟的母亲去了北疆,

中独特的风格和艺术,希望能够为李娟

一上火车,就会想去你想去的地方,没有

作品的研究做出一些贡献。

人意识到还有一个人在我身边。为了与

惊受怕。但是新疆的生活没有给李娟带

1 李娟散文概述

你合作,我很安静。”“在哈萨克人为主

来很大的困扰,在与母亲和祖母一起生

1.1李娟生平

要人口的小县里,这是一个小小的童

活在新疆的日子里,李娟感受到了生活

李娟出生在新疆建设兵团的偏远戈

[2]
年。” 在少女时代,她和她的母亲和祖

的气息,用文字记录下来。李娟的《我的

壁,这一片沙漠,非常罕见。因为地面上

母在阿勒泰山脉中游荡。他们最近的邻

阿勒泰》：
“在家里的时间不长,但它是最

有一个废弃的木制车架,李娟就把它当

居也在一公里之外。母亲和女儿,有时是

好奇和甜美的梦乡,什么眼睛所看到的,

作“汽车排”。在童年时代,李娟拒绝长

祖母,住在旷野里的帐篷里,守着他们的

耳朵当我听到它,我不能逗留,我慢慢写

大,以应付母亲的四处游荡。即使是到了

货物,等待远近的牧人购买。与此同时,

[1]
出来。” 总的来说,李娟的作品中描写

五岁那么大,李娟的体重还只有11公斤,

他们还做裁缝,种植向日葵、养鸡、去森

的大部分都是北疆的生活、牧民的生活

母亲可以像提皮箱一样把她提起来,随

林采摘真菌。从李娟的作品中可以经常

以及和母亲祖母在一起的日子。本文通

便带到任何地方。她的母亲说：
“如果你

看到两个女性角色——母亲和 祖 母 ,与

高校教学的过程,不仅是对优秀精神的

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5-05.

李娟跟着母亲,全部受着没有户口的担

继承与延续,而且也是对我国人才培养
与国家发展所做的长远考量与根本把握,
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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