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

红色文化培训中心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市，是一所工、理、经、管、
文、法、艺等多学科相互渗透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学校始创于1956年，
2004年更名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015年被列为浙江省重点建设高
校。学校坚持立足浙江、依托行业、面向世界、服务社会、支持国防，秉
承“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优良传统，弘扬“笃学力行、守正求新”的校
训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学校校园环境优美，风景如画，现设
下沙、文一、东岳、下沙东及青山湖等5个校区；下设20个学院及教学单
位，举办1所独立学院。学校拥有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来华留学生教
育、继续教育等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学校设有6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1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8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54个二级学
科硕士授权点。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学校已发展成为浙江省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办学规模、水
平、质量和效益等各项指标均位于浙江省属高校前列。
       

“弘扬红色文化，加强党性教育”，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通过马克思主义
学院、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学院、法学院的教授、专家，开设了20多门
红色文化及党性教育的精品课程，涵盖了党课、施政、改革实践经验、
革命精神学习等多个领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还通过强强联合，与国内著名红色革命纪念馆开展
联合教学。一起合作的五大革命圣地的纪念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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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电继续教育学院
红色文化培训中心

金中央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遵义会议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西柏坡
纪念馆，其他合作的革命纪念馆还有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百色起义
纪念馆、鄂豫皖革命纪念馆、武汉革命博物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
纪念馆、邓小平故里管理局、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等等。
     
继续教育学院作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开展红色文化培训和党性教育
的实施主体，具有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和完善的组织结构。

杭州、嘉兴、上海地处长三角，不仅风景优美、经济发达、人文荟萃，而
且有丰富的红色资源，拥有诸多的革命场馆，诸如五四宪法历史资料
陈列馆、浙江革命烈士陵园、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
、一大红船会址、上海一大会址、二大会址、四大会址等等。诸多革命家
都在杭州、嘉兴、上海留下了许多口口相诵的革命故事，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人奋发向上！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红色文化培训通过集中授课、现场教学、微党课、
参观教学、情景教学、访谈教学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培训，为培训学员
实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心灵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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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杭州、嘉兴、上海地处长三角，不仅风景优美、经济发达、人文荟萃，而且有丰富的红色资源，拥有诸多的革命场馆，诸如五

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浙江革命烈士陵园、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一大红船会址、上海一大会址、二大

会址、四大会址等等。诸多革命家都在杭州、嘉兴、上海留下了许多口口相诵的革命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发向上！

         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在《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一文中指出红船精神指的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开展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结合新的

时代特点发扬革命传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团结带领各族群众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奋斗。这

一重要论述，为我们传承和弘扬革命传统、保护和利用红色资源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条例》要求各级

党委（党组）和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大力宣传、进一步加强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

        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动情的说道：这里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为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的指示精神，加强党性教

育，我院利用和“一大”会议纪念馆、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等地的革命场馆紧密合作所取得的红色培训经验及

丰富资源，现特在杭州、嘉兴、上海开展红色文化培训及党性教育，并结合本校师资力量以及兄弟院校、国内著名革命场馆

等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通过集中授课、现场教学、微党课、参观教学、情景教学、访谈教学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培训，为

培训学员实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心灵洗礼。我院诚挚邀请贵单位组织员工莅临杭州、嘉兴、上海开展学习交流，有关

事项函告如下：

一、课程设置

1．现场教学。现场参观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一大红船会址、浙江革命烈士陵园、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王会悟纪念馆、

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纪念馆等革命遗迹遗址。

2.体验教学。重温革命起源：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祭扫

一次革命烈士墓等。

3.专题教学。请专家、教授讲授中共一大会议、红船精神、加强党性修养、从中共一大看党的起源与发展、红船精神及其当代

价值、长征精神与作风建设等课题。

二、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一路115号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文一校区实验楼

联系电话：0571-88809086 13625812626（应老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关于赴杭州、嘉兴、上海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邀请函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杭电继续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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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州 　

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

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小营红巷

钱学森故居

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

G20会址

胡雪岩故居

夏衍故居 

万事利丝绸博物馆

嘉 兴 　

南湖革命纪念馆

中共“一大”纪念船（红船）

沈钧儒纪念馆

嘉兴革命烈士陵园

茅盾故居

王会悟纪念馆

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

海宁盐官毛泽东诗碑林（抗日英雄纪念碑）

海宁皮革博物馆-国家非公党建示范点

海宁桃园村-新农村建设示范基地

红色文化培训及
党性教育教学点

上 海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中共四大会址纪念馆

陈云纪念馆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外滩历史纪念馆

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周公馆

韬奋纪念馆

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安 吉
孝丰革命烈士陵园

两山理论发源地—安吉余村

绍 兴
绍兴鲁迅故里

枫桥经验陈列馆

温 州   

中共浙江一大纪念园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园

义 乌
“小延安”—浙江义乌塘西桥战斗纪念地   

陈望道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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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纪念船中舱内景一大纪念船外景

南湖革命纪念馆

杭电继续教育学院
红色文化培训中心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

路76号）召开。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

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等13人出席了会议，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

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大会。7月30日，会场

受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会议被迫中止。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省嘉兴南

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

工作决议，选举了中央局领导机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

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

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上世纪60年代，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两次重访南湖，即兴赋诗。改革开放

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关怀党的诞生地，或瞻仰

红船，或亲笔题词，勉励我们“沿着南湖红船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

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在《光明日报》上刊发5000多字的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

神” 走在时代前列》，提出红船精神指的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

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动情的说道：这里是我们共产党人

的精神家园！

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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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
成员

（1890—1966），湖南零陵人。
1920年8月，与陈独秀等共同
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
织。中共一大代表。1921年8
月，在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上当
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1923年
脱党。大革命失败后长期任大
学教授。1949年12月重新加入
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
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
等职。1966年8月24日被迫害
致死。

（1890—1927），湖北潜江
人。1920年8月，与陈独秀等
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
期组织。1920年12月，代理上
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书记。中共
一大代表。1924年脱党。1925
年先后在武汉大学、上海大学
等任教。1927年任湖北省政府
委员兼教育厅长。1927年12月
17日，被国民党杀害。

（1896—1943），湖北黄冈
人。1920年10月，与董必武等
发起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
织。中共一大代表。曾任中共
湖北省委、江西省委、满洲省
委、福建省委书记和中央巡视
员、特派员及中华苏维埃临时
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中共
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
新疆办事处负责人等职。1943
年9月27日，被新疆军阀盛世
才杀害。

（1886 —1975），湖北黄安
（今红安）人。1920年10月，
与陈潭秋等发起成立武汉共
产党早期组织。中共一大代
表。曾任中共汉口地委书记、
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
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最高法庭
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
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华人
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
职。1975年4月2日逝世。

（1893—1976），湖南湘潭
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
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
缔造者。1920年11月，与何叔
衡等发起成立长沙共产党早期
组织。中共一大代表。后历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
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等职。1976年9月9
日逝世。

李达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李达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李汉俊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董必武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陈潭秋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毛泽东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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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979），湖北黄冈人。
1920年10月，与董必武等发起
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中
共一大代表。曾任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中共
武汉区委委员长、黄埔军校政
治部主任等职。1927年脱党。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内务部参
事和国务院参事等职。1979年
7月2日逝世。

（1892—1946），广东南海
人。1921年3月，与陈独秀等
发起成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
织。中共一大代表。1923年
被开除出党。1925年加入国
民党。抗战爆发后，追随汪精
卫叛国投敌。抗战胜利后逃
亡日本，后被押解回国，1946
年以叛国罪被处死刑。

（1901—1931），贵州荔波人，
水族。1921年初，发起成立济
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共一大
代表。1923年任中共直属青岛
支部书记。1925年领导胶济铁
路工人大罢工、青岛全市工人
大罢工。后两任中共山东地方
执行委员会书记。1928年12月
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31
年4月5日，被国民党杀害。

（1876 —1935），湖南宁乡
人。1920年11月，与毛泽东等
发起成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
织。中共一大代表。曾任中共
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
农检查人民委员、内务部代
理部长、临时法庭主席等职。
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
突围中牺牲。

（1902—1987），湖北应城
人。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
产党早期组织。中共一大代
表。1922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中央执委会委员。1929年
因参加托派组织的活动被开
除党籍。解放后任人民出版社
特约编辑、国务院参事等职。
1987年8月5日逝世。

（1898—1925），山东莒县
人。1921年初，发动成立济南
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共一大代
表。曾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
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
分部主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等职。领导山海关、秦皇岛等
地的罢工斗争。1925年8月19
日病逝。

（1897—1979），江西萍乡人。
1920年10月，与李大钊发起成
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共
一大代表。1921年8月，在中共
一大南湖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局
组织主任。1931年5月任中共
鄂豫皖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
主席。1935年在红军长征途
中，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
动。1938年因叛党，被开除党
籍。1979年12月3日病逝于加
拿大。

（1897—1948），湖南沅陵
人。1920年8月，加入上海共
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4月，
与施存统成立旅日中共早期
组织。1924年脱党。1938年
追随汪精卫投敌。抗战胜利
后 以 叛 国 罪 处 无 期 徒 刑 。
1948年2月28日病逝狱中。

何叔衡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王尽美
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邓恩铭
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张国焘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刘仁静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陈公博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周佛海
旅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包惠僧
受陈独秀指派出席一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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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1942），本名亨克·亨
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
人。共产国际代表。

（1889—1938），本名弗拉基
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
俄国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代表。

马 林
共产国际代表

尼柯尔斯基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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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
教师

陈畴镛，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浙江省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主要从事中国信息
化发展规划与政策、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生
产性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创新等领域研
究，出版著作6部，发表论文120余篇，主持
完成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项目、国家社科
重大项目、国家软科学计划项目等省部级以
上科研项目50余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
成果奖7项，已有多部相关信息化与网络强
国的研究报告与发展规划，被国家和省市级
以上政府部门所采用，为政府决策提供了
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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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电继续教育学院
红色文化培训中心

陈畴镛

王海稳，男，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浙江
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之江青年
社科学者”、浙江省“151”第三层次人才、
浙江省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网
络文化与网络生态安全研究所所长。主要
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网络生态治理研
究。在《国外社会科学》、《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江西社会科学》等期刊报刊发表
论文三十多篇。出版专著与合著4部。

王海稳

黄核成，男，教授，硕士生导师，杭州电子科
技大学联合党委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党
总支书记。曾先后担任高校团委书记、教研
室主任、宣传部长、院党委书记、党政办主
任等职。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
想政治教育。出版专著一部，在核心刊物上
发表论文20余篇并主持3项省部级课题，受
地方委托完成多项规划项目。2004年6月
-2007年7月受省委组织部委派担任台州市
黄岩区区委常委、副区长。讲学特点：理论
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风趣幽默。

邵根富

胡国义，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价值哲
学。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和逻辑学
概论等课程的教学，获校优秀教学成果一
等奖2次。在核心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出版专著《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出版教
材《 大学生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教 程 》（ 副主
编）。历任浙江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
会副会长，浙江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常务
理事，浙江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等。曾任马
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书记，浙江高等教
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现任继续教育学院
总支书记。

邵根富，男，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继续教育
管理中心主任，被浙江省委组织部授予“浙
江省担当作为好干部”，曾任学校人事处处
长和人才办主任。先后承担过国防预研基
金、国家攻关、国防预研、总装军事电子预
研、省基金、省科技计划、省教育厅科技计
划等项目20余项,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
表论文20余篇。主持和参与的项目曾获电子
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信息产业部科技进
步三等奖、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省电子工业
科技进步二等奖、省高校科技进步二等奖
等,曾获省先进科技工作者、浙江省高校中
青年学科带头人等称号。

胡国义

黄核成

李国冰，男，副教授。曾任国际教育学院
副院长。被浙江省教工委评选为省师德先
进个人，获校“十佳教师”、“优秀共产党
员”、“三育人”等先进个人称号，现任继
续教育学院副院长、继续教育管理中心副
主任。先后发表科研论文10余篇，主持、
参加各级课题10项（部级课题2项、省厅
级课题6项），其中5项任课题组组长，参
编教材一部。论文《社会现代化发展对四
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的影响研
究》获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民族体育科学论文一等奖并作大会发
言，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

李国冰



王胡英，女，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马
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曾任校党委研
究生工作部副部长、机械工程学院党委副书
记。长期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
管理研究，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
高级职业指导师、生涯教练（BCC）等资格。
近五年在《高等教育研究》、《思想教育研
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等一级或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9篇；主持和参与省部级
课题10余项。

田世锭，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
士，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后，美国纽约大学访
问学者，入选湖北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
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主持完成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项，出版专（译）著4
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思想理论
教育导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西方马克思主
义专题研究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问
题研究等课程的教学。

范江涛，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纲要”教研
室主任，副教授。先后荣获浙江省高校《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比赛一等奖、
长三角“三省一市”（江浙沪皖）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比赛三等奖、浙江省微课
比赛二等奖、浙江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
赛一等奖等；荣获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先后主持浙
江省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全
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项目、浙江省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浙江省一流本
科课程建设等。

范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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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胡英 田世锭 

黄岩，男，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浙
江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浙江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备课会
副会长，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曾主持
“道德旁观现象研究”、“大学生思想动态
研判创新及引导机制研究”两项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目，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
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等
多个课题。在《伦理学研究》《中国社会科
学报》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公开出版个人专著两部，合著多部。

张扬金，男，博士，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
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党风廉政建设与腐败
治理、城乡社会治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主持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民政部课题及参与
各类国家、省部级课题共10余项，市厅级课
题7项，其他各类课题8项。在《中国社会科
学报》、《社会科学战线》、《伦理学研究》
等重要报刊和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50余篇，
出版著作2部，参编著作和教材各一部。兼
任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学术委
员、江苏省政治学会理事等学术兼职。

赵杰艺，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浙
江大学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现为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支部书
记。曾获得全国研究生智慧创意设计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主持厅级研究
课题5项；公开发表论文核心以上期刊20余
篇；其中一级或者CSSCI收录论文6篇，获得
国家级奖项3项。

李颖姣，女，1979年5月生，吉林白山人，哲
学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主
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思想
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深
度融合。出版专著《生活决定意识：<德意
志意识形态>研究》。参与国家课题一项，
主持省级课题三项，校级课题一项。荣获多
项省级、厅级、校级教学奖项。

张扬金

李颖姣赵杰艺

应永久，男，毕业于浙江大学金融与经贸学
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红色文
化培训中心副主任，具有多年红色文化教育
培训经验。

应永久

黄 岩



红色文化
研究专家

陈松，全国红色文化战略联盟纪念馆专委会
主任，1985年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杭
电知名校友。现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研
究员，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主持完成 《遵义
会议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纪念体系各纪念
点布展陈列工作，编有《走进遵义会议会
址》、《中央红军娄山关之战》、《中央红军
长征在苟坝》等著作。给60多位党和国家
重要领导人担任过讲解工作。

刘宇祥，副研究员，江西省社会科学普及专
家，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现任江西省井
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兼党总支书记、中国
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委会副主任，江西省
井冈山精神研究会常务理事，井冈山红色培
训领导小组副组长；江西财经大学、井冈山
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述有《习近平三论井
冈山精神》、《井冈山斗争与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女红军的故事》、《道路·精神·力
量》、《井冈山红色旅游的发展与启示》、
《井冈山导游词》、《井冈山红色培训》、
《红旗飘扬》等。

陈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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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电继续教育学院
红色文化培训中心

王小玲，女，汉族，中共党员，1963年4月出
生于江西进贤，1986年毕业于江西大学汉语
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文博研究馆员，现
任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长。主要从事中共
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主编南昌起义专史
论文、书籍《八一记忆》等十余篇，负责主
持多项课题研究，如文化部课题《智能化脱
酸技术在整本图书保护中的应用研究》（文
科技函[2015]372号）、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
“十二五”2014规划项目《南昌起义民国报
纸的收集与整理研究》等。

王小玲

刘宇祥

张建儒，文博研究员，延安大学兼职教授（三
级）。现任延安革命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
兼任中国博协纪念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全
国长征纪念馆联盟理事会会长、陕西省博协
纪念馆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在《党建》《红
旗文稿》《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等报刊
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有《陕甘宁边区的创
建与发展》《延安博苑》《铸魂⸺延安时期
从严治党》《延安时期周恩来》《延安文艺
大系》《人民的胜利》《长征⸺从瑞金·延
安走向胜利》《延安：红星照耀》《延安革命
纪念馆故事》等十多部著作。 

张建儒

周景春，男，副研究员。现任瑞金中央革命
根据地纪念馆馆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第六届
理事会理事、江西省旅游协会副会长、瑞金
干部学院兼职教师。致力于对苏区历史、苏
区人物的研究，策划申报的《中央苏区反腐
倡廉史展览》成为全国文博界入选的12个
展览项目之一。组织创排的历史情景报告剧
《红姑》，开辟了红色历史文化大众转播新
途径。负责主编的《红色典藏》、《红色记
忆》两本书籍及本馆第一部《馆志》。

周景春

张黎明，现任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执行院
长、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党的诞生地发掘
宣传工程办公室发掘保护组组长、上海市
国防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曾任中共一大
会址纪念馆馆长、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
中心主任、新民晚报海外文稿部主任、《军
界瞭望》周刊主编等。兼任中国博物馆协
会理事、中国博协纪念馆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中共上海
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等职。给多位
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担任过讲解工作。应
邀先后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
部学院、等近百家单位授课。

张黎明



黄台华，中共党员，广西民族学院毕业，曾
任乡镇文教助理、人大秘书、党政办秘书、
团委书记、党委组织委员、副书记、纪委书
记，县基层办副主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县文联主席，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原百
色起义纪念馆馆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纪念馆
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广西博物馆协会副理事
长、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理事。先后在国
家、省（区）、市级等报刊发表新闻稿件、理
论文章、散文、评论等上百篇。 

高万娥，女，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党委副
书记，三级文博研究馆员，湖北省党史宣讲
团成员，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共党史、大革命
史和中共武汉地方史以及博物馆学研究等。
出版《建党伟业⸺聚焦1921》《为有牺牲
多壮志⸺武汉红色文化故事》专著，主编
《敢教日月换新天⸺武汉70年巨变》《一
位中共一大代表的红色人生⸺陈潭秋生平
和思想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武
昌农讲所文物精粹》《毛泽东农运思想与实
践》等学术著作。撰写学术论文40余篇。多
次组织和参与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

王红，女，现任西柏坡纪念馆党委书记，
文博研究馆员。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九次
代表大会代表，石家庄市第十四届人大代
表。长期致力于西柏坡历史、西柏坡精神
及西柏坡红色旅游研究，曾主编《忠诚与
信仰》、《西柏坡口述历史》《走进西柏坡
系列丛书》、《西柏坡研究》、《七届二中
全会实录》等一系列专著，并在省级报刊
杂志发表了30多篇文章。

吴世儒，男，研究馆员。现任中共信阳市委
宣传部正处级调研员，鄂豫皖革命纪念馆
馆长。荣誉：2001年国务院授予的全国第五
次人口普查先进个人；2008年全国文化版
权管理先进个人；2011河南省国防教育先
进个人；2012年河南省双拥工作先进个人；
2016年河南省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2017
年策划制作的微电影《爷爷的秘密》荣获农
业部影视协会颁发的最佳故事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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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台华 吴世儒 高万娥

尹天成，男，1972年5月出生，陕西铜川
人，199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7
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
先后任市干教办（市委人才办）副主任，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副馆长，中
共铜川市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等职务。现
任中共铜川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陕甘边革
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馆长。

尹天成 王 红

钱 奇，邓 小 平故 里管 理 局党 组书记 、局
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理事，邓小平思
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四川
省博物馆学会名人故居与红色纪念地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兼任中国博物馆学会
纪念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党史
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西南大学新闻
传媒学院客座教授、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客座教授。从事教育、宣传、旅游、文博工
作近四十年，曾在中、省发表诗歌、散文、
论文数十篇，主编图书、影视(剧)片等作
品十余部(集)。

钱 奇

RED CULTURE
RESEARCH

expert



K
E

Y C
O

U
R

SE
S

重点
课程

���

杭电继续教育学院
红色文化培训中心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弘扬革命红船精神，奋力迈向新时代

红船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不忘初心、重走一大路

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100年

责任与担当

当代世界国际政治发展新形势及中国态度

中国革命精神的演进及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分析

社会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庄严的信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基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共产党宣言》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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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社会治理与治理体系构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读

习近平关于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

廉政传统与现代廉政观

新时期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形势与新斗争

坚定信仰提升素质把国有企业党建责任扛起来

强化思维锻练不断提升素质打造强有力的领导力和执行力

浙江精神与浙江经济发展

安吉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与启示（“两山理念”与安吉实践）

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八八战略及其成功的内在逻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在浙江的实践与萌发）



嘉兴教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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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举行。7月30日晚，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8月2
日上午，“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包
惠僧等，由李达夫人王会悟作向导，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在南湖的一艘丝网船上完成了一大
会议的闭幕，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
机构，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了纪念中共“一大”在南湖游船上胜利闭幕这一历史事件，
在中央和省委指示下，1959年仿制了一条当年“一大”开会的游船（当年南湖的游船已经在抗战时
期绝迹了），作为“一大”会议纪念船，停泊在烟雨楼前水面上。

中共“一大”纪念船（红船）

南湖革命纪念馆成立于1959年10月，是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的宣传、保护、管理机构，1985年邓
小平同志亲笔题写馆名。2005年10月迁至南湖南岸，于2011年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现
有藏品总数达到1万余件，有革命文物、珍贵文献、书画珍品等，具有一定的研究和珍藏价值。馆内
的基本陈列为“中共一大史料陈列”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南湖
的关怀”两个辅助陈列。展陈共有3个楼层，一楼和二楼为“开天辟地”单元，包括“探索救亡图存
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十三位代表生平事迹介绍”三个部分；三楼则为“光辉历程”单
元，包括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个部
分。南湖革命纪念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
2001年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湖革命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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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电继续教育学院
红色文化培训中心



沈钧儒纪念馆位于嘉兴市环城南路砖桥弄口，是为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
者、杰出的民主战士沈钧儒先生而建,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
占地面积达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200平方米，包括头门、仪门、前
厅、后楼和东西厢房。前厅为沈钧儒先生铜像瞻仰大厅，两壁陈列党和
国家领导人为纪念馆的题字。故居后楼为纪念馆主陈列展厅，主陈列
《大爱无垠⸺沈钧儒生平史迹展》大量翔实、生动的实物图片史料从
不同侧面真切地展示沈钧儒先生一生史迹，反映沈钧儒先生为祖国的独
立、民主、和平、自由，不懈追求真理，矢志不移奋斗整整一生的光辉历
程，讴歌沈钧儒先生彪炳青史的丰功伟绩。

沈钧儒纪念馆

嘉兴革命烈士陵园位于南湖南岸，1969年为嘉兴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
先烈而建，1996年5月由嘉兴三塔原址迁建于此，2006年3月对外开放。
英雄园分设英雄纪念碑、英雄广场、英烈园（烈士墓区）、嘉兴革命历史
陈列馆等区域。英雄纪念碑总高度7米，宽12.5米，由总重400吨的66块
花岗石拼装而成，底座四面浮雕以嘉兴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大事件为背
景，表现各个时期英雄人物的献身精神。嘉兴革命烈士陵园嘉兴革命历
史陈列馆位于园区西侧，用以史串人、以人彰史的方式，展示了各个不同
历史阶段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和嘉兴地方革命史。嘉兴革命烈士陵园现
为嘉兴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

嘉兴革命烈士陵园（英雄园）
桃园村位于著名的观潮胜地海宁市盐官镇中部，01省道南侧，距海宁市
区20公里。桃园村治水清淤、修栈道，建公园��围绕着生态好、发展
好、管理好、乡风好、队伍好这“五个好”，带领村民建设新农村。在美丽
乡村建设的同时，桃园村抓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实现产业转型提升，
农民增收致富，也因此桃园村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村、
全国信息化示范村、全国生态村等称号。

桃源村-新农村建设示范基地

乌镇茅盾故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中国共
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茅盾（沈雁冰）同志诞生和度过童年、少年时代的
地方。1983年茅盾故居经中央批准筹建修复，1985年7月4日在茅盾诞辰
八十九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故居基本陈列“茅盾走过的道路”以介
绍、宣传茅盾光辉的生平业绩、伟大的文学成就和崇高的革命风范为教
育主题，从茅盾一生的成长、奋斗历程中折射出中国革命征程的艰难、困
苦和取得成功的来之不易。茅盾故居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
被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命名为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茅盾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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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会悟故居位于乌镇西栅的观后街，古色古香，现在辟为纪念馆。纪念
馆分前后两进，上下两层，众多的实物和图片展示了其不平凡的一生。王
会悟是李达的夫人，1898年出生于乌镇，1919年结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
之一李达，于1920年结为夫妇。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王
会悟作为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了大会的筹备、会务和保
卫工作。大会期间，由于密探闯入，会议必须另选地点。王会悟立即建议
到嘉兴南湖去继续开会。与会者采纳了她的建议，在嘉兴南湖红船上，
完成“一大”所有议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

 王会悟纪念馆

世界互联网大会（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简称：WIC），是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倡导并每年在浙江省嘉兴市桐乡乌镇举办的世界性互联网盛
会，旨在搭建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国际平台和国际互联网共享共治的
中国平台，让各国在争议中求共识、在共识中谋合作、在合作中创共赢。
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2014年11月19日至21日在乌镇举办。浙江乌镇作
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会址，每年举办一届，至今已成功举办6届峰
会。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更标志着中国对互联网的发展与管理已由过去
的被动接招转变为如今的主动出击，并逐步改变世界互联网建设与发展
格局，让中国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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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电继续教育学院
红色文化培训中心

海宁中国皮革城党委为进一步夯实党建引领作用，皮革城围绕市场全面
发展，强化活力和谐市场党的建设，通过加强领导、健全机构、积极创新
等方式，树立起“海皮”（happy快乐）党建体系（富而乐道+创新乐成+
安心乐业），通过“三同工作法”，统筹市场党建三大关系，引领服务市
场双强发展。以“海皮happy”党建模式为引领，把海宁中国皮革城内的
党组织、党员和经营户紧密联系在一起，目标更加明确，内涵更加丰富，
更加符合当前新领域新业态的实际，有助于市场党建实现“高位提升”。
2016年，成功承办浙江省首个新领域新业态党建工作现场推进会。

 海皮happy非公党建示范基地

毛泽东观潮诗碑亭位于盐官观潮公园内，是为纪念毛泽东同志1957年9
月11日到盐官观潮而于1994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建造的。亭高17
米，面积90平方米，碑亭呈六边形，于1995年观潮节落成揭幕。亭内诗碑
上有毛泽东《观潮》七绝诗及碑记。在其边是为纪念抗日英雄褚台夫烈
士而建的抗日烈士纪念碑。1946年7月海宁县政府及各界民众在烈士故
乡建造了“空军烈士褚台夫纪念塔”，塔呈柱状，为四棱锥体，如长剑
刺，基座置纪念碑，铭刻着褚烈士的英雄壮举，1969年被毁，2005年8月
重建，更名抗日烈士纪念碑。

毛泽东诗碑林（抗日英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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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yrs memorial

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位于杭州西湖东南云居山，1990年9月19日正式开
馆。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浙江省党员教育培训基地，浙江省党史教育
基地，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杭州市十大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纪念设施包括烈士纪念馆、烈士纪念碑、大型浮雕壁、大型花岗岩
群雕、纪念广场和革命烈士诗文碑林等，占地面积7万余平方米。其中浙
江革命烈士纪念馆建筑面积4800平方米，有7个展厅，陈列了浙江自辛亥
革命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近350位革命烈士的事迹。通过1000余张照
片、400多件文物，及雕塑、沙盘、油画、电影、录像等表现手法，向观众
展现了革命烈士悲壮、动人的事迹。馆区散点分布的浙江革命烈士诗文
碑林，共有碑石60余通。纪念馆旁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高27米，碑身系汉
白玉贴面，呈风帆形状。碑座采用黑色花岗岩贴面，顶面和前面上方用
枣红色花岗岩贴面。碑的东西两侧和北面环绕着浮雕壁。原中共中央顾
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为纪念碑题写了“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

 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

1954年9月2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杭州西湖畔的北山
街84号大院30号楼起草。从1953年12月28日至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
主席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在这里度过了77个日夜，起草了宪法草案
初稿，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正式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
“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于2016年12月4日第三个国家宪法日正式
建成开放。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全
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馆内运用了大
量的历史文物、文献资料、历史档案、场景，以及声光影像多媒体等现代
技术手段，使人得以深入体会了解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过程。

 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杭州教学点



20国集团（G20）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于1999年9月25日由八国集团
（G8）的财长在德国柏林成立，属于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由原八国集
团以及其余12个重要经济体组成。G20第十一次峰会2016年9月4日-5日在
中国杭州召开。应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邀请，二十国集团成员领导人、嘉
宾国领导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本次峰会。G20杭州峰会在世界经
济和贸易陷入低迷、复苏不力的情况下召开，并在中国的有力推动和高效
协调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次峰会的胜利召开，充分展现了中国自信、
大国风范，并且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中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进一
步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从边缘走向全球治理的舞台中心，世
界迎来经济秩序重建新时代。

G��会址

小营·江南红巷位于杭州市上城区。设有“三馆两廊一园”，分别为毛主
席视察小营巷纪念馆、红巷生活馆、小营健康公园、爱国卫生纪念馆。
其中毛主席视察小营巷纪念馆位于小营巷56号，建筑面积约200平方
米。1958年1月，毛主席亲临小营巷视察卫生工作。给小营巷人民以极大
的鼓舞和鞭策，也为小营巷增添了宝贵的精神财富。1964年小营街道办
事处将毛主席到过的小营巷56号辟为“毛主席视察小营巷卫生工作陈列
馆”，陈列毛主席视察时的照片、用过的实物和小营巷卫生工作历史图
片资料。2001年8月，陈列馆重建，更名为“毛主席视察小营巷纪念馆”。
在其边是首个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纪念馆。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全国各
地征集来的宝贵实物，展示了自1952年以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历程，
反映了爱国卫生运动在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小营红巷
钱学森旧居位于杭州市上城区马市街方谷园2号，是一幢面阔三间、进深
三楹、二层过街楼式的木屋民居。在旧居里的一只火表，仍写着钱学森父
亲的名字。一楼的正厅匾额上，“克勤克俭”四个大字，是钱家的家训。
二楼的书房中，安静摆放的笔墨纸砚，更是有着“江南书香门第”的独特
气韵。在陈列室中，有钱学森家1950年代在上海使用的木质碗柜，还有
收藏的很多生活用品，均是钱学森生前用过的。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
杭州一个没落丝商的次子，母亲则是当时杭州一富商的女儿。钱学森的
外祖父欣赏钱均夫的才华，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钱学森旧居⸺马
市街方谷园2号就是钱学森母亲的陪嫁。解放前属于钱学森所有，现该旧
居的产权人仍写着“钱学森”的名字。

钱学森故居

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在2011年7月建党90周年之际开馆，总面积为1265平
方米。纪念馆采用了传统和声、光、电等现代科技化手段相结合的展示手
法生动再现了浙江省第一个党的地方组织⸺中共杭州党小组创建、发
展、壮大以及最终形成燎原之势的全过程。“潮起钱塘”展厅采用了360度
全息成像技术，生动展示了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杭州的传播。“星火
钱塘”展厅的第一部分根据老照片，真实的还原杭州党小组的创始人成立
党小组会议的场景；第二部分是以展板的形式展示了杭州党小组在成立初
期就成为领导浙江省革命的核心力量以及最终在全省形成燎原之势。“奔
腾钱塘”展厅整体采用了116块液晶显示频无缝拼接，再现了钱塘江潮起
的景象，预示着杭州党小组的力量如奔涌的钱塘江水般势不可挡！“今日
钱塘展厅”以灯箱、展板的形式展示了杭州自解放后至今，在党的领导下，
取得的各项傲人的成绩以及国家四代领导人对杭州发展的殷切关怀。

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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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学点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
贝勒路树德里3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来自各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
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还有包惠僧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等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
国共产党”，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出席会议的中央局成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
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蔡和森、谭平山，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
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
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尚缺一人姓名不
详）。会议第一次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确
定了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
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重要会议，它同党的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的创建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会址是始建于1915年的石库门民居，曾是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的寓
所，也是我党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
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一大召开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
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
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共一大会议旧址于1951年踏勘确认，现按原装陈列布置。

SHANGHAI
teaching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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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纪念馆是经中央批准建立的全国唯一系统展示陈云生平业绩的纪
念馆。2000年6月6日建成开馆，江泽民同志题写了馆名。 2005年6月8日
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江泽民同志为陈云铜像题词。馆区北依市
河，南临西塘港。纪念馆由铜像广场、主馆、陈云故居、陈云手迹碑廊和
长春园及停车场等附属设施组成。主馆又分为陈云生平业绩展厅、文物

陈云纪念馆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今上海虹口区东
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召开。大会出席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
白、林育南、庄文恭、陈潭秋、李维汉、朱锦棠、范鸿劼、李逸、阮章、谭
平山、项英、周恩来、彭述之、汪寿华、李立三、李启汉、王荷波、尹宽等
20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中共“四大”在中国革命史上
具有重要意义。“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
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和工农联盟问题。”为党的不断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会址
原为砖木结构假三层石库门民居。毁于1932年淞沪战争。
中共四大纪念馆于2012年9月7日正式开馆。纪念馆建筑面积约3180平
方米，展陈面积1620平方米，分别有序厅、主展厅、场景再现厅、影视厅、
副展厅、临展厅、信息查询区、游客服务中心等区域。

中共四大会址纪念馆

厅、缅怀厅和党风廉政历程展厅以及青浦革命历史陈列厅。陈列展览以
大量图片、文献、实物为主，以大型油画、国画和浮雕等艺术品为辅，同
时，又恰当地运用了多媒体和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生动真实地展现
了陈云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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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历史纪念馆位于上海市黄浦区，是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传播摇
篮的实践基地。纪念馆以珍贵的历史照片为主，辅以具有代表性的档案
文献、实物，向参观者展示了外滩开埠150年来的历史变化。馆内采用现
代化多媒体手段，通过数码相框、投影、触摸屏、电子书等集中展示了外
滩百年沧桑变化。展示内容既包括当年外滩聚集各国银行组成“东方华
尔街”形成“万国建筑群”的旧貌，也有改革开放30年来外滩建筑保护，
中央商务区和金融集聚带建设等内容。纪念馆分为解放前老外滩历史、
解放后新外滩的发展两大板块，“外滩⸺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起点”、
“外滩⸺当今上海改革开放的窗口”为主线，通过外滩日新月异的变
化，展现中国元素，中华民族梦的精神，实现理想的追求。

外滩历史纪念馆

上海犹大难民纪念馆由摩西会堂旧址和两个展示厅组成。纪念馆主楼即
是“摩西会堂旧址”，当时在沪的犹太难民们经常在这里聚会和举行宗
教仪式。一楼是礼拜堂，二楼是以色列友人所赠物品陈列。三楼展示的
是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史料。主楼后面有两个展示厅，二号展示厅展示了
140余幅珍贵图片，参观者可以通过多媒体影片的播放，完整地了解犹太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SHANGHAI
teaching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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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在上海的这段历史，还能看到难民护照和上海犹太早报等实物复制
品、刻有拉宾题词的大型石片等；三号展示厅经常有各种主题新颖的展
览展出。
这段历史所承载的内容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而是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人
向另外一个同样需要帮助的民族伸出援手的历史。



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设立于1946年6月，它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
在上海设立的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办事处对外称作“周公馆”。办事处
设立后，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多次在这里会见各界
爱国民主人士并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阐述我党对和平民主的一贯主张，

周公馆

1924年2月，毛泽东来到上海，在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等职务的同时，
在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被委以重任，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
部的中心人物。最初他居住在三曾里，就是如今静安区公兴路一带的一
处石库门(已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被日军炮火焚毁)；6月搬
入甲秀里，这里距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机关不远，交通方便。国民党中
央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之外的最重要机构，统筹江苏、
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工作。在这个期间，毛泽东努力协调共产党
和国民党的行动，积极争取国民党进步势力的支持，坚定反击国民党右
派的破坏，为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做出了重大贡献。
上海毛泽东旧居一楼展厅为主题陈列室，介绍了1924年2月至年底毛泽
东在上海期间的工作、生活情况。二楼设有《毛泽东在上海》专题展览

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揭露国民党政府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周恩来、董必武等在周公馆进行
的革命活动和斗争扩大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
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周公馆确切的建筑时间已不知，原为法国在华商人所有，现作复原陈列。

RESIDENCE OF
THE FORMER

mao zedong in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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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丰革命烈士陵园坐落在浙江省安吉县孝丰镇城东1公里处缸窑岭
上。为了纪念在1945年2月至6月新四军苏浙军区在天目山三次反顽自
卫战役战役中英勇牺牲的新四军将士，于1984修建。陵园内安葬着
203位革命烈士遗骸。年龄最大的37岁，最小的只有14岁。天目山三次
反顽战役纪念馆坐落在陵园内，分上下二层、二个展厅。馆内通过图片

孝丰革命烈士陵园

余村地处天目山北麓，有着丰富的石灰石资源，村民靠山吃山，大力发展
矿山经济，成了知名的富裕村。但与矿山经济结伴而来的是生态环境遭
到了严重的破坏。2003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十一届
四次全会上提出了“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
色浙江’”。建设“绿色浙江”的决策，迅速的传到浙江每县每村。余村
陆续关停矿山和水泥厂。村里经济迅速下滑，村民们失去收入，对未来感
到迷茫。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视察余村
时，对于村里痛下决心关停矿山和水泥厂、探寻绿色发展给予了高度评
价，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十余年来，该村引导村
民自觉践行“两山”理念，集中精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休闲旅
游经济，全村再一次走向了致富之路。

两山理论发源地⸺安吉余村

安吉、绍兴

资料、文字采用喷绘制作成版面，结合实物，生动、形象地把天目山三
次反顽战役全过程展示在人们面前。1988年被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
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1995年先后被省、市、县列为爱国主
义教育和国防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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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陈列馆总建筑面积5040平方米，布展面积3370平方米。不仅
保留了相对完整的历史资料，也全面展现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最新成
果。陈列馆主要由5个场馆组成，其中，2号馆、4号馆为主展区；1号馆为陈
列馆接待中心；3号馆为“枫桥经验”文创产品展陈馆；5号馆为会议报告

枫桥经验陈列馆

鲁迅，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
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绍兴鲁迅故里位于浙江省绍兴
市越城区，是鲁迅诞生和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故土，修缮、保护于1953
年，占地面积50公顷。有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鲁迅祖居、土谷
祠、长庆寺、鲁迅笔下风情园、绍兴鲁迅纪念馆等一大批与鲁迅有关的
人文古迹。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首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
育基地、省级红色旅游教育基地。

绍兴鲁迅故里

厅。主 展区通 过“ 枫桥经验”的诞 生（1963）、“ 枫桥经验”的演进
（1963-2003年）、“枫桥经验”的发展（2003-2018年）、“枫桥经验”的升
华、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浙江的探索实践五大篇章串联起“枫桥经验”
的发展历程，形象生动、一目了然。

SHAOXING
LU XUN'S
home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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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园

“小延安”—浙江义乌塘西桥战斗纪念地

中共浙江一大纪念园

陈望道故居（浙江义乌）

���

温州、义乌

抗日战争时期，吴店是中共义乌县委和中共金属特派员常驻地，素以革命
“小延安”著称。1942年日军侵占义乌，吴店成为金义浦兰抗日游击根据
地的中心区，多位革命烈士献出宝贵生命。该地是义乌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义乌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吴店于2001年与上溪镇合并成为新的上溪
镇，塘西桥战斗纪念地位于现上溪镇塘西社区。

陈望道（1890—1977），原名参一，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人，中国著名教
育家、思想家、语言学家和当代社会科学家，1920年春在乡翻译了第一个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陈望道故居现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浙江
省党史教育基地、义乌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39年7月21日至30日，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凤卧的冠尖和马头岗
胜利召开，来自全省各地的26名党代表出席会议，他们代表全省19000多名
中共党员。会议由刘英同志作《政治报告》，并选举了新一届中共浙江省委，
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党组织召开的唯一一次全省党代表大会。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园位于平阳县山门镇，由下而上呈阶梯式设计。
主要建筑有红旗观光通道、红旗广场、《红旗飘飘》主题柱阵、五百将士
出征浮雕墙、纪念碑建筑群、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旧址、粟裕将军部
分骨灰敬撒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陈列馆等。



经典教学计划    

�天杭州红色课程

午餐、午休

现场教学：【杭州特色的基层党建】

1、小营红巷  

2、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 

3、钱学森故居

晚餐 

缅怀先烈、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报到、领取学习资料

专题教学-红色文化培训专题课、小营红巷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红色文化专题培训  
专题教学:【弘扬红船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 不忘初心使命】  
专题研讨：培训心得交流探讨  

开班仪式
授旗仪式:奏唱国歌，授班旗、双方领导致辞

浙江革命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
1、参观纪念碑、敬献花篮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

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讲解员

讲解员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红色文化研究专家

杭州

杭州

小营红巷

讲解员

带班老师

带班老师

杭州 带班老师

杭州 带班老师

现场教学：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1、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   2、参观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讲解）

午餐

现场教学：【开展宪法宣传教育】
1、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旧馆讲解）
2、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新馆讲解）

晚餐

结业仪式
结束红色培训，返程

���

杭电继续教育学院
红色文化培训中心

      时间                             教学内容及活动安排                                                                        地点                    组织员

D3

D2

D1

D4

09:00-11:30

09:00-09:30

09:30-11:30

11:30-12:30

13:00-16:00

17:00-18:00

11:30-12:30

13:00-16:00

17:00-18:00 

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

钱学森故居

C
L

A
SSIC

lesson plan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红色文化研究专家

结业仪式
结束红色培训，返程

���

�天杭州红色课程

午餐、午休

现场教学：【杭州特色的基层党建】

1、小营红巷  

2、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 

3、钱学森故居

晚餐 

缅怀先烈、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报到、领取学习资料

专题教学-红色文化培训专题课、小营红巷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红色文化专题培训  
专题教学:【弘扬红船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 不忘初心使命】  
专题研讨：培训心得交流探讨  

开班仪式
授旗仪式:奏唱国歌，授班旗、双方领导致辞

浙江革命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
1、参观纪念碑、敬献花篮

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

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讲解员

讲解员

杭州

杭州

小营红巷

讲解员

带班老师

带班老师

杭州 带班老师

杭州 带班老师

现场教学：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1、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   2、参观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讲解）

午餐

"现场教学：【开展宪法宣传教育】
1、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旧馆讲解）
2、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新馆讲解）"

晚餐

      时间                             教学内容及活动安排                                                                        地点                    组织员

D3

D2

D1

09:00-11:30

09:00-09:30

09:30-11:30

11:30-12:30

13:00-16:00

17:00-18:00

11:30-12:30

13:00-16:00

17:00-18:00 

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

钱学森故居

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共“一大”纪念船（红船）

乘车前往南湖革命纪念馆，车程1.5H
车载教学：观看《开天辟地》、《初心》

南湖革命纪念馆

嘉兴南湖

讲解员

讲解员

嘉兴 带班老师

嘉兴 带班老师

教学点：南湖革命纪念馆
1、多媒体情景教学《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
2、现场教学:【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

午餐

教学点：中共“一大”纪念船（红船）
体验教学：追寻一大足迹，探访中国共产党的“母亲船”

晚餐

D4

D5

09:00-11:30

11:30-12:30

13:00-16:00

17:00-18:00 



�天杭州红色课程

结业仪式
结束红色培训，返程

午餐、午休

现场教学：【杭州特色的基层党建】

1、小营红巷  

2、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 

3、钱学森故居

晚餐

接站并开始党性培训课程

专题教学-红色文化培训专题课、小营红巷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红色文化专题培训  
专题教学:【弘扬红船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 不忘初心使命】  
专题研讨：培训心得交流探讨  

开班仪式
授旗仪式:奏唱国歌，授班旗、双方领导致辞

浙江革命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
1、参观纪念碑、敬献花篮

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

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讲解员

讲解员

杭州

杭州

小营红巷

讲解员

带班老师

带班老师

杭州 带班老师

杭州 带班老师

现场教学：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1、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   2、参观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讲解）

午餐

现场教学：【开展宪法宣传教育】
1、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旧馆讲解）
2、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新馆讲解）

晚餐

      时间                             教学内容及活动安排                                                                        地点                    组织员

D3

D2

D1

09:00-11:30

09:00-09:30

09:30-11:30

11:30-12:30

13:00-16:00

17:00-18:00

11:30-12:30

13:00-16:00

17:00-18:00 

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

钱学森故居

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共“一大”纪念船（红船）

缅怀先烈、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毛泽东观潮诗碑亭、抗日英雄纪念碑、海宁皮革博物馆

乘车前往南湖革命纪念馆，车程1.5H
车载教学：观看《开天辟地》、《初心》

南湖革命纪念馆

嘉兴南湖

讲解员

讲解员

嘉兴 带班老师

嘉兴 带班老师

教学点：南湖革命纪念馆
1、多媒体情景教学《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
2、现场教学:【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

午餐

教学点：中共“一大”纪念船（红船）
体验教学：追寻一大足迹，探访中国共产党的“母亲船”

晚餐

D4

D5

D6

09:00-11:30

11:30-12:30

14:00-17:00

18:00-19:00

乘车前往海宁毛泽东观潮诗碑亭，车程1H
车载教学：观看《红色摇篮》、《中华儿女》 

海宁

海宁

海宁

海宁皮革博物馆

讲解员

讲解员

带班老师

带班老师

现场教学：
1、毛泽东观潮诗碑亭   2、抗日英雄纪念碑

午餐

教学点海宁皮革博物馆
1、幸福海皮    2、不朽潮汐    3、党建领航

晚餐

09:00-11:00

11:30-12:30

13:30-16:30

17:00-18:0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红色文化研究专家

���

杭电继续教育学院
红色文化培训中心



结业仪式    结束红色培训，返程D7

�天杭州红色课程

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共“一大”纪念船（红船）

乘车前往南湖革命纪念馆，车程1.5H
车载教学：观看《开天辟地》、《初心》

南湖革命纪念馆

嘉兴南湖

讲解员

讲解员

嘉兴 带班老师

嘉兴 带班老师

1、多媒体情景教学《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
2、现场教学:【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

午餐

教学点：中共“一大”纪念船（红船）
体验教学：追寻一大足迹，探访中国共产党的“母亲船”

晚餐

D5

09:00-11:30

11:30-12:30

14:00-17:00

18:00-19:00

午餐、午休

现场教学：【杭州特色的基层党建】

晚餐

接站并开始党性培训课程

专题教学-红色文化培训专题课、小营红巷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红色文化专题培训  
专题教学:【弘扬红船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 不忘初心使命】  
专题研讨：培训心得交流探讨  

开班仪式
授旗仪式:奏唱国歌，授班旗、双方领导致辞

浙江革命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
1、参观纪念碑、敬献花篮

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

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讲解员

讲解员

杭州

杭州

小营红巷
讲解员

带班老师

带班老师

杭州 带班老师

杭州 带班老师

现场教学：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1、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   2、参观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讲解）

午餐

现场教学：【开展宪法宣传教育】
1、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旧馆讲解）
2、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新馆讲解）

晚餐

      时间                             教学内容及活动安排                                                                        地点                    组织员

D3

D2

D1

09:00-11:30

09:00-09:30

09:30-11:30

11:30-12:30

13:00-16:00

17:00-18:00

11:30-12:30

13:00-16:00

17:00-18:00 

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
钱学森故居

陈云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缅怀先烈、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毛泽东观潮诗碑亭、抗日英雄纪念碑、海宁皮革博物馆

乘车前往陈云纪念馆，车程2H
车载教学：观看《建党伟业》、《中国1921》 陈云纪念馆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讲解员

讲解员

上海 带班老师

上海 带班老师

现场教学:【党员干部理想信念】

午餐

现场教学：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1、重温入党誓词（点评教学）  2、一大会议及其伟大历史意义

晚餐

D4

D6

08:00-11:00

11:30-12:30

14:00-17:00

17:00-18:00

乘车前往海宁毛泽东观潮诗碑亭，车程1H
车载教学：观看《红色摇篮》、《中华儿女》 海宁

海宁

海宁

海宁皮革博物馆

讲解员

讲解员

带班老师

带班老师

现场教学：1、毛泽东观潮诗碑亭   2、抗日英雄纪念碑

午餐

教学点：海宁皮革博物馆  1、幸福海皮    2、不朽潮汐    3、党建领航

晚餐

09:00-11:00

11:30-12:30

13:30-16:30

17:00-18:0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红色文化研究专家

���



学员风采

���

杭电继续教育学院
红色文化培训中心



STUDENT
STYLE

���



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路115号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文一校区实验楼

电话： 

网址： adultedu.hdu.edu.cn

杭电继续教育学院
红色文化培训中心

继续教育学院官方网站

0571-88809086  13625812626 （应老师）
0571-88809037  13575453542 （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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