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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文化是高校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充分挖掘红色文化的
育人元素,将红色文化融入到工匠精神培育的过程中,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力举措。在实现
红色文化与工匠精神培育融合的过程中,高校通过思政课程、专业课程、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等途径引
领大学生感知和认同红色文化,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工匠技能提升的有机结合,是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
创新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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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red culture into the cultiv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Yinhui Ding
Kunshan Dengyu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Red culture is a valuable resour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strengthen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education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t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fully tap the educational elements of red culture and integrate red culture into the cultiv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red culture and craftsman spiri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ead college students to perceive and identify with red culture throug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professional courses, social practice and campus culture , and realize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red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craftsman skill improvement. It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nnovate cultivating talents method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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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使红色文化成为高校坚持社会主义

信的重要来源,传承红色文化是教育引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

办学方向、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鲜明

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教育

特征。

和引导高校学生坚定文化自信,是丰富

国家领导人曾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
不能淡化这个颜色。”红色文化是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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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文化的不竭动力。

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中外优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传承红色文化是高校实现高质量发

秀文化创造的先进文化,代表了中国共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华民族历史上,

展的必然要求。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

产党人和广大民众的优良品格,不仅是

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里程碑。在新

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

中国人民价值观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的历史时代,加强对高校学生的红色文

际交流合作的重要职能,红色文化传承

分,更是凝聚国家力量和社会共识的重

化教育,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对于赓续

是其重要的功能之一。将红色文化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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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精神动力 。将红色文化融入到校园

红色精神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至关重要。

传、教育和建设融入高校“五大”基本

工匠精神的培育中,需要充分挖掘红色

国家领导人曾指出：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职能实现的各领域、各环节、各方面,

文化中的育人元素,将红色文化融入到

要充分运用红色资源,用好红色资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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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注重对学

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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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匠艺提升和匠心培育的强化,逐步实

下去” 。红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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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接班人,是高校实现内涵式发展、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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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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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之中统一到学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与专业技能的提升融合到人才培养的全

以红色文化激发学生对匠心、匠艺的追

务中时,对于学校红色校园文化建设以

方位、全过程中,培养一批专业的师资队

求。国家领导人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

及以德育人、以文化人的育人形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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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专班的形式招募或吸纳具有技能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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