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育学堂》第八季 1期文案

（小学版 4-6 年级）

【开场白】：

【主持人】: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我们都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那么，你知道党的历史吗？它的生日为什么是 7月 1日？党旗、党徽又是

什么样子？我们要热爱党，热爱祖国，就要从了解党史知识开始。新学期第一课

就来学习吧。

======================

【我是接班人】：（标题）给你一张船票

【字幕】：

一张船票带你穿越千年。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山河破碎。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陷入苦难和屈辱的深渊。

内外忧患之中，一个先进组织诞生！

【字幕】：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

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陈给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习近平

【字幕】：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哪一年？

1921年。

【字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出发。

【字幕】：

第一枪：1927年，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7年，首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建立。

伟大远征：1934年 10 月，中央红军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

浴血奋战：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

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 4 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字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哪一年？

1949年
【字幕】：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949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人民翻身做主人：1950 年，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开始；1954年，新中国第一

部宪法颁布。

“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百废待兴：1955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发现克拉玛依油田。

艰苦奋斗：1956 年，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第一驾喷气式歼击机首飞成

功。

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1960年 5 月，中国登山队员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



震惊世界：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奋起直追：1970年，“东方红一号”升空；1974年，第一艘核潜艇入列。

【字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哪一年召开？

1978年
【字幕】：

改革开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拉开大幕。

香港回家：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澳门回家：1999年，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拥抱世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星辰大海：2003年，中国人首次进入太空。

打通“天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

世界舞台：2008年，北京举办第 29 届奥运会。

文明盛宴：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

【字幕】：

党的十八大于哪一年召开？

2012年
【字幕】：

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和平力量：2012年，中国首艘航空母舰入列。

八项规定聚民心：2012 年，中央政治局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八项规定。

“一带一路”：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千年大计：2017年，中国设立雄安新区。

大国重器：党的十八大以来，港珠澳大桥、“中国天眼”等创新成就涌现。

服务全球：2020年，北斗系统完成组网，服务全球。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全面小康：2020年，中国 832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字幕】：

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多少周年？

100周年。

【同期】：习近平

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

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我是接班人】：（标题）党史知识知多少

【小标题】：

党的生日为何定在 7月 1日？

【解说】：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30

日晚上，在召开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六次会议时，因突遭法租界巡捕搜查，会议



被迫休会。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

议。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是 7月 23 日，为什么党的生日却

定在 7月 1日？要解开这个谜，必须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

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处于秘密状态，从事地下斗争，没条件庆祝。时间一长，参

会人员只记得这个会议是在七月暑假，准确日期就记不清了。1938 年，毛泽东

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

此后的多次纪念活动，均以“七一”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正是为了提醒我

们要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小标题】：

党旗、党徽的标识上是斧头还是锤头？

【解说】：

我们经常在历史剧中看到不一样的党旗、党徽，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中

国共产党的旗徽标识不是在成立时就有的，是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和需要逐步形

成和确定的。

比如，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时，苏维埃旗帜是中国共产党党

旗的范本。

到了 1927 年 9 月秋收起义，中国共产党终于亮出了第一面自己的军旗，当

时旗帜上画着的，正是镰刀斧头的图案。之后有人提出，“斧头”主要用于手工

业者，而“锤头”主要用于大工业中的工人，更能说明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

表。但因为当时战争频繁，“斧头”与“锤头”一度处在混用状态。

1945 年 4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第一次正

式在主席台上树立起缀有镰刀和锤头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从而结束了党从“一大”

至“六大”无正式党旗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党徽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

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红色象征革

命，黄色象征光明，锤子、镰刀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工具，象征着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小标题】：

入党誓词是怎么来的？

【解说】：

入党誓词不是一开始就确定好了的，前前后后经历了五个阶段。

前两个阶段，是在建党初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时候革命斗争环境非常

残酷，共产党员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生死考验，所以有“牺牲个人”和“永不叛党”

的庄严承诺，也就成了入党誓词的核心。（画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入党誓

词：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第三个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党需要在新形势下加强组织和思想建设，入党

誓词有了变化，增添了“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

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等新内容。（画面：“抗日战争时期的入党誓词：我宣

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

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作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

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第四个阶段，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延续使用抗战时期中央组织部所定标准誓

词的同时，有的地方也出现了其他版本。（画面一：“解放战争时期的入党誓词：

我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

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作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

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画面二：“解放战争时期的入党

誓词（其他版本）：我自愿立誓参加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一心一

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

守党的秘密，遵守民主政府的法令、群众的决议，在任何情况下不动摇，不妥协。

不怕困难与牺牲，为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画面三：“解

放战争时期的入党誓词（其他版本）：我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为工农

劳苦群众服务，为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干到底，自入党以后，努力工作，

实事求是，服从组织，牺牲个人，执行命令，遵守纪律，保守秘密，永不叛党，

如有违背，愿受党纪严厉制裁，谨此宣誓。”）

第五个阶段，1982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首次把入党誓词作为一条写进

党章，并沿用至今。誓词是：“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

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

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入党宣誓，不仅是一个仪式，也是为了提醒每一位党员要牢记自己的责任和

使命。

【思考与提示】：

你能说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都取得了哪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吗？

======================

【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两位红军的后代，一位是石磊叔叔，一位是张懿阿姨。生

长在红军家庭，他们的爷爷给他们讲述了什么故事？他们又学到怎样的精神？一

起来听听！

======================

【我是接班人】：（标题）从小爷爷对我说……

【同期】:张懿 36 岁 张杰三的孙女

我的爷爷很了不起，很不一样。

【同期】:石磊 36 岁 贾惠的孙子

我们从小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自豪感。

【字幕】:

安徽 芜湖

【同期】:张懿 36 岁 张杰三的孙女

哦 解放奖章

【字幕】:

张杰三 1925 年出生 江苏泗洪人 新四军四师三十一团一营二连战士

【字幕】:

陕西 西安

【同期】:石磊 36 岁 贾惠的孙子

这个是我爷爷的八一勋章。

【字幕】:



贾惠（化名）1922 年出生 河北保定人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八旅二

十四团二连政委

【同期】:石磊 36 岁 贾惠的孙子

大概还没上学的时候就四、五岁的时候，就讲咋样从枪林弹雨过来。

【同期】:张懿 36 岁 张杰三的孙女

从小呢爷爷就爱抱着我看各种各样的战争影片

他可以给我讲述许许多多的战斗故事。

【同期】:石磊 36 岁 贾惠的孙子

当时，就是没有抱着活着的心态，就是宁死不当亡国奴。就必须得把这个，

这个国家（失去）的每一寸土地都要打回来。

【字幕】:

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选择扛起枪杆，保家卫国。

如今，他们的后代接过了传递精神和信仰的接力棒。

【同期】:张懿 36 岁 张杰三的孙女

大的一个烙印，就是遇到困难坚决克服，勇往直前。

【同期】:石磊 36 岁 贾惠的孙子

在任何时候，如果是遇到大的困难的时候，都要咬紧牙关。对我们都是在从

小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同期】:张懿 36 岁 张杰三的孙女

遇到我做错事的时候，从来不会指责我，总是用他的方式能够让我知道什么

是对什么是错。

【同期】:石磊 36 岁 贾惠的孙子

（小时候）三楼有一个家里条件比较好，然后先买了一台电视机，大家都是

所有楼的人就争先恐后地都要去他家去看电视，只有我们家我爷爷我奶奶说，咱

们以后都能通过努力去有这个东西。

【同期】:张懿 36 岁 张杰三的孙女

记得有一次，我不好好吃饭，爷爷就板起脸来跟我说了一段他的亲身经历。

抗日战争的时候一次爷爷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粒米未进，好不容易到达了指

定地点，刚端上饭碗，却接到上级的命令，要求马上撤离。这个时候他们只能绝

对地服从命令，放下饭碗快速地撤离了。爷爷说，你现在能端上饭碗，安心地吃

口饭多不容易，要珍惜。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不好好吃饭了。

【字幕】:

每一枚勋章的背后都深藏着一段故事。

【同期】:石磊 36 岁 贾惠的孙子

我从小就会告诉他（子女），你的太爷爷原来是多么地困难，然后咱们一路

就这么走过来的，一定要教育他，一定要知足常乐，第二个就是遇见事情不要怕。

【同期】:张懿 36 岁 张杰三的孙女

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可能受到爷爷的影响，在工作中我常常和同学们分享

老一辈的爱国精神和革命情怀。

【字幕】:

岁月在他们的脸上留下褶皱，但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永远年轻。

【同期】:张懿 36 岁 张杰三的孙女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记得小时候爷爷常对我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同期】:石磊 36 岁 贾惠的孙子

个人的荣辱和祖国实际上是紧紧密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同期】:张懿 36 岁 张杰三的孙女

爷爷和他那辈人扛起了枪，实现了保家卫国，救亡图存。

【同期】:石磊 36 岁 贾惠的孙子

因为我爷爷一直都在，一直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

出一份力。

【同期】:张懿 36 岁 张杰三的孙女

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这辈人都是建设者，要做好自己的

本职工作。

【思考与提示】：

你还知道哪些红军的故事呢？

======================

【结语】

【主持人】

2021 年，我们站在一个历史新起点上。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新时代中国朝

气蓬勃，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自信、意气风发地奔向未来。同学们在新学期，

也要一起努力攀登知识高峰哦！

收获知识，收获快乐，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