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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而教材
则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

从去年 9 月 1 日起，义务教育起始年
级统一使用的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突出
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让学生从革命精神中
感知责任使命，在历史坐标中构筑时代担
当。

丰富内涵，革命传统教育更
具体更形象

革命传统教育的强化，首先体现在教
材相关篇目的选取上。据统计，在教育部
统编语文教材中，小学有40余篇、初中30
多篇课文体现了革命传统教育。

“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革命经历的篇目，
还有他们的作品，以及革命英雄主义的一
些老课文、经典的课文又回来了。”语文统
编教材总主编温儒敏介绍说。

《朱德的扁担》《不懂就要问》《我不能
失信》等课文以小见大，展现老一辈革命家
不搞特殊、艰苦奋斗、诚实守信等高尚品
德；《为人民服务》《难忘的泼水节》《邓小平
爷爷植树》等篇目，赞颂革命领袖与人民群
众心连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

的优良作风；《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王
二小》《小英雄雨来》等彰显了革命英雄不
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和坚定的爱国主义
信念。

一个个革命人物鲜活生动，一篇篇课
文意蕴深长。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考，语
文教材让学生在九年的系统学习中感受、
成长，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发挥教材的育人作用，要加强革命传
统教育，让学生学习为人民服务、实事求
是、理论联系实际、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
养成艰苦奋斗、勤劳勇敢、不怕困难的优秀
品德，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为共产
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献身精神。”国家教材委
员会委员、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专家委员
会主任韩震说。

联系生活，革命传统教育照
亮现实

作为全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革命战
争年代的优良传统，在和平时期依然具有
重要意义和价值，需要代代传承。

为此，统编语文教材不仅注重发掘革
命战争年代故事的深刻意义和现实价值，

也选入了许多描写和平时期继承和发扬优
良革命传统、克服困难保家卫国、甘愿在平
凡岗位奉献青春的文章。

《邓稼先》一文，让孩子们思考自己的
人生道路和成长目标；《雷锋叔叔，你在哪
里》让学生体会榜样的力量；《千年梦圆在
今朝》通过讲述中国古代以来的飞天梦想、
新中国成立以来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让
学生了解当前科技发展动态，增进学习兴
趣和动力。

统编教材中历史与现实交织，激发起
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强实现民族复
兴的历史责任感；思考题设计、名著导读等
形式丰富多样，既引导学生思考现在、展望
未来，又给教师提供了发挥和拓展空间。

实践内化，革命传统教育从
课堂走向社会

“课文无非是个例子。”——叶圣陶先
生的这句话告诉我们，课本要向生活延伸，
课内要向课外延伸。

教材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最重要的蓝
本，但是革命传统教育不能仅限于教材。

除了教材中的 70 多篇革命传统教育

相关课文，小学统编语文教材特别开辟了
“和大人一起读”“我爱阅读”等栏目，初中
教材设置了一定数量的自读课文和名著导
读。《红星照耀中国》《长征》《红岩》《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等红色经典名著，被列为教师
指导学生阅读的篇目。

此外，统编语文教材安排了诸如做英
雄册、清明节到烈士陵园扫墓、到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参观纪念馆、采访身边的英雄等
综合性的语文实践活动，将语文学科的革
命传统教育与历史、道德与法治等其他学
科整合，与学校德育主题活动整合，发挥综
合育人作用。

“寻红色记忆、探改革之路”“我是小红
军”“红色宣讲员”……各地开展的丰富多
样的活动让学生多感官参与、多维度体验，
对教材的理解也由此逐渐深化为心中理
念。

“教材对于立德树人有着不可替代、
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让孩子从小打好
中国的底色，传承革命传统的红色基因，
长大后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教育
部部长助理、教材局局长郑富芝说。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新华社西安5月16日电（记者王钊）
记者从1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截至今年4月底，中国的文物资源大省陕
西省已登记注册博物馆302座。

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周魁英说，在陕西
已登记注册的博物馆中，文物系统163座、国
有行业博物馆56座、非国有博物馆83座。
其中，国有行业博物馆共收藏文物774万件。

近年来，陕西省各地市重视将博物馆
建成当地的文化地标和文化名片。在安康
市建设突出汉水人文生态魅力的安康市博
物馆，在渭南市建设彰显黄河人文特色的
渭南市博物馆，在杨凌示范区建设凸显中
国悠久农业历史文化的博物馆等。

在做好重点博物馆项目建设的同时，
强化对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博物馆、陕西中
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等行业特色博物馆和
非国有博物馆的支持，同时加强宝鸡西秦
大队、安康鲁家村等群众身边的社区博物
馆建设的支持力度。

目前，陕西省已拥有国家一级博物馆
9 家、二级博物馆 9 家、三级博物馆 18 家。
全省各博物馆年平均举办展览近800个、
接待观众3600余万人次。

陕西已有博物馆302座

据新华社法国戛纳5月15日
电（记者张曼）中国导演毕赣执
导的《地球最后的夜晚》15日亮相
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
元，影片个性化的叙事方式和3D
长镜头的运用引发观众和媒体的
热议与好评。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毕赣的
第二部长片作品，由汤唯和黄觉
主演，讲述了一个中年男人重回
贵州故乡，开始一段寻找12年前
恋人的梦幻之旅。影片中回忆与
现实交织出现，配以文艺风格的
对白，颇具魔幻感，后半部分使用
近一小时的3D长镜头，带领观众
走入主人公的梦境，这一新颖大
胆的表达手法将影片推向高潮。

该片在播映前就颇受期待。
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蒂埃里·弗

雷莫曾介绍说，毕赣新作兼有侯
孝贤和大卫·林奇的风格，法国文
化周刊《摇滚怪客》也将该片列为
本届电影节最值得观看的影片之
一。

影片首映后，其大胆的表达
手法引发媒体广泛探讨和好评。
法国《解放报》评论说，这位中国
导演在新作中将观众带入了全新
维度，“让人震撼，同时让人目不
暇接”。美国《好莱坞报道》认为，
影片的 3D 长镜头将在相当一段
时间内成为业内人士探讨的话
题，镜头技术难度极高且充满诗
意，这一罕见和大胆的拍摄手法
虽然挑战观众耐心，但值得在首
映后做更多展示。

本届戛纳电影节7日开幕，将
于19日结束。

中国影片《地球最后的夜晚》
亮相戛纳电影节获好评

据新华社郑州 5月 16日电
（记者桂娟）考古人员日前在河南
安阳殷墟遗址大司空村东南地进
行考古发掘，新发现商代道路、房
址、祭祀遗迹等，其中一座房址排
水设施特殊，很可能与庖厨有关。

主持发掘工作的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洪彬介
绍说，本次新发现的两条道路，向
北与之前发掘的道路相接，形成

“十”字交叉路口。道路两侧发现
若干建筑基址群，恰好将之前发
掘的“C 区建筑群”东部补充完
整。道路网络与建筑基址群等相
关遗迹形成有机整体，为殷墟遗
址洹河北岸区域的布局研究提供
重要资料。

在新发现的商代道路两侧，
考古人员共清理商代房址12座，
其中保存状况较好的7号房址规
模较大。让专家感到惊奇的是，
这一房址的夯土中预埋了3组西
高东低的排水管道，这些管道的
西侧都在房屋中终止，并与房基
中的蓄水池相通。

“这种特殊的排水设施，说明
7号房址功能特殊，很可能与庖厨
有关。从空间位置上看，它恰是
之前发掘的‘C 区建筑群’的东
屋，再次证明了商代‘东厨制度’
的存在。”岳洪彬说。

此次发掘还清理商代墓葬49
座，商代灰坑和窖穴230座，出土
器物种类丰富，有陶器、骨器、铜
器、玉器、贝和蚌器等。

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在一座
灰坑的底部，两个跪姿人骨架，旁
边各放置一个陶鬲，人头上各扣
着一个陶甑。“这种特殊的埋葬方
式，在殷墟考古发掘中尚属首例，
这是新发现的商代祭祀方式，或
是某种刑罚方式，还有待考证。”
岳洪彬说。

一个近椭圆形的大灰坑里，
发现16具姿势不一的人骨架，既
有成年人，也有未成年人，既有完
整全躯的，也有无头身躯的，或仅
剩盆骨以下半个身躯的。

“这些人没有明显挣扎迹象，
应是死后集中埋葬。”岳洪彬说。

安阳殷墟发现
可能与庖厨有关的房址

红 色 精 神 代 代 传
——义务教育统编语文教材突出加强革命传统教育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位于月亮
山深处，以苗、侗为主的少数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是
国家级贫困县。但这个边远的小县城数十年来一直
坚持少年儿童体操培养、训练，对于全县有体操天赋
的少年儿童进行免费集中培训。目前该县每年都有
60余名儿童在业余体操运动学校内进行训练，孩子
们不惧酷暑严寒，刻苦训练追寻着自己的“体操梦”。

自1972年以来，榕江县先后向贵州省体操队、
蹦床队输送了21名运动员；其中有6名运动员进入国
家体操队，10名运动员荣获“国家健将级运动员”称
号，5名运动员荣获“国际健将级运动员”称号，其中
体操名将刘榕冰是2014年体操世锦赛男团冠军成员
之一。2004年，榕江县被贵州省体育局授予“贵州
体操之乡”称号。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山里娃们的“体操梦”

小学员徐子涵在进行体操训练（5
月15日摄）。

小学员张涵在进行训练（5月15日摄）。

小学员龙芊芊（右一）与队友在训练（5月15日摄）。教练刘亚（后）在对小学员龙水华进行指导（5月15日摄）。

小学员们在榕江县少年儿童业余体操运动学校内进行体操训练（5月15日摄）。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王浩
宇）“嫘祖杯”第31届中国围棋名人战16日
在中国棋院拉开帷幕，柯洁、时越、唐韦星
等名将在首轮32强赛中告负出局。

中国围棋名人战从1987年创办至今，
已经连续举办了30届，共产生了包括刘晓
光、马晓春、周鹤洋、邱峻、古力、江维杰、檀
啸、陈耀烨、连笑在内的9位“名人”。

本届中国围棋名人战由 32 名职业棋
手进行五轮淘汰赛，产生的挑战者将获得
向已经三连霸的“现任名人”连笑挑战的权
利。柯洁当天在32强的对手是童梦成六
段，双方在比赛中疑问手频现，局势多次反
复，最终柯洁在官子阶段随手一粘浪费一
枚劫材，打劫至269手白棋劫材耗尽，柯洁
中盘认负。本场比赛前柯洁刚经历了6天
4胜，这波连胜也就此画上句号。

其他比赛中，唐韦星和时越分别不敌
黄云嵩和谢尔豪，周睿羊负于谢科，唯一的
女棋手高星负于世界冠军辜梓豪。柁嘉
熹、陈耀烨和江维杰等世界冠军晋级。

第 31 届中国围棋名人战由人民日报
社、中国围棋协会共同主办，人民网、人民
日报体育部承办，中共盐亭县委、盐亭县人
民政府协办，人民体育独家运营。

第31届中国围棋名人战开赛

柯洁、时越首轮出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