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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30 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近日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

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

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

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

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

生动教材。

习近平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

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

大工作力度，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

好、管理好、运用好，发挥好革命

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力

量，信心百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而奋斗。

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 30 日在

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孙春兰在会上传达了习近

平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

长黄坤明在会上讲话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革命文

物工作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和基本

要求，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对革命文物工作的高度重视，

是做好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的根本

遵循。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充分认识革命文物工作在

见证革命历史、弘扬革命精神上的重

要作用，结合新时代新要求，统筹做

好保护、管理、运用各项工作，推动革

命文物工作开创新局面。

国家文物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和江西、陕西、湖南有关负责

同志作大会发言。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中央军委

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片区代表，革命文物专家代表

等参加会议。

习近平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力量

陕西：

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1课时
新华社西安 3 月 30 日电 陕西省委、省政

府日前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的若干措施》，将优化劳动教育课程设

置，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系统加强劳动教

育。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 1 课时。

陕西省提出，职业院校要以实习实训课为主

要载体开展劳动教育，其中劳动精神、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专题教育不少于 16学时。普通高等学

校要明确劳动教育主要依托课程，本科阶段不少

于 32学时。中小学要在语文、历史、思政等学科

中渗透劳动观念，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

学科中增加动手实践环节。职业院校要在公共

基础课教学中融入劳动教育，在专业课中渗透

工匠精神。普通高等学校要把劳动教育融入专

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陕西还将开展劳动素养评价。将劳动素养纳

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以劳动教育目标、内容

要求为依据，明确劳动实践类型、次数、时间等考

核要求，将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结合起来，健

全学生劳动素养评价标准、程序和方法。

把劳动教育课程及实践活动开展情况作

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纳入学生综

合素质档案、成长档案。把劳动素养评价结果

作为衡量学生全面发展情况的重要内容，作为

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和毕业依据，作为高一级

学校录取的重要参考或依据。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市委组织部  市委党史研究室  宝鸡日报社联办

本报讯 3 月 30日，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你

好中国》直播活动走进凤翔区六

营村，让海内外观众领略宝鸡文

化，聆听宝鸡故事（见右图）。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

球节目中心新媒体编辑部策划推

出了建党百年百场新媒体直播系

列节目《你好中国》，聚焦脱贫攻

坚成果、传统文化传承、生态文明

建设等主题，全方位展现经济社

会发展的巨大变化。

该节目在陕西拟开展 12 场

直播，播出时间为 3 月 27 日至 4

月 7 日。其中，在宝鸡有 3 场直播

活动，分别在金台区西府老街、

凤翔区六营村和岐山县展开。直

播视频将在央视频、快手、抖音、

YouTube 等海内外数十个网络

平台同步播出。

宝鸡有 2700 多年建城史，

历史文化悠久。此次央视聚焦

宝鸡，将向全球观众全方位展

示工艺美术

之乡的魅力，

进一步扩大

和提升宝鸡

的知名度与

美誉度。

本报记者
 张家旗

西府故事天下知
央视《你好中国》直播活动走进宝鸡

百姓
注关

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 
宝鸡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首场示范宣讲会举行  

本报讯 3 月 30 日下午，由团市委主办的

“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宝鸡市青少年党史

学习教育首场示范宣讲会在宝鸡市青少年宫

举行。

为了在全市共青团系统中掀起党史学习

教育热潮，团市委开展了本次示范宣讲活动，

通过青年的声音，讲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引

导广大团员青年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的情怀，不断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做新时代有担当、有作为、有梦想的新青年。

在当天的首场示范宣讲会上，5 位青

年宣讲员分别从党的奋斗历程、英雄人物故

事、宝鸡本地党史等方面进行了精彩讲述。

其中，共青团渭滨区委书记王瑞珺以《从上

海石库门到南湖红船》为题，以微信聊天群

形式的课件和视频，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中国

共产党诞生的故事，形式新颖，引人入胜，受

到与会者好评。

据了解，“团市委青年讲师团”共有73人，

首场示范宣讲会结束后，讲师团成员将分赴

各县区，到青少年中宣讲党的历史，让红色基

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本报记者 李小玮

直升机无人机齐上阵灭火
全省森林草原火灾扑救综合应急演练在陇县举行

本 报 讯 3 月 30 日，

“生命-2021”陕西省森

林草原火灾扑救综合应

急演练在陇县曹家湾镇

三联村举行（见右图）。来

自我省及新疆、甘肃的 5

支森林消防队伍、500 余

人参加演练。

“村主任，不好了，咱

村牛头山突然失火了！”

当日 9 时，一场模拟森林

火灾扑救演练在该村展

开。我市紧急启动县、市

两级火灾扑救应急预案，

派出人员展开扑救，并逐

级报送信息，陕西省森防

办启动三级响应，调集铜

川市专业队、省市各级森

林火灾扑救地方力量，联

合甘肃、新疆森林消防总

队驻陕队伍等 300 余名

指战员展开跨区域火灾

扑救增援。（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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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30 日，党史

学习教育省委宣讲团在我市

举行宣讲报告会。省委宣讲

团成员、西安邮电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袁武振教授

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一百

年的奋斗历程与基本经验》

的专题报告。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主任马秉寅参加

报告会，市委副书记吴铁主

持报告会。

报告会上，袁武振教授围

绕中国共产党 100 年的奋斗

历程、历史贡献、宝贵经验三

方面进行了全面讲解，他的报

告既有理论思考，又有实践探

索，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对

我市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化党

史学习教育，深刻铭记党的历

史、感悟初心使命、弘扬伟大

精神、学习宝贵经验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吴铁强调，全市上下要

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持续在学深悟

透上下功夫，切实做到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要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

把党史学习教育与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结合起来，与

全面落实“一四五十”发展战

略结合起来，与扎实做好当

前各项工作结合起来，把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举措，

推动全市各项工作开好局、

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

市领导王宁岗、武勇超、

时镇、毕晓男等参加报告会。

当天下午，袁武振教授还

前往东岭集团，与基层党员干

部群众进行了交流。

本报记者 周淑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