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黄冈市委党校党员干部红色培训方案 1

注：培训日程安排可根据学员需求作相应调整。

时间 教学形式及内容 教学主题

第一天

上午 学员赴全国第二大将军县—金寨县
组建临时党支部并宣布培训
纪律要求

下午

现场教学：
①跟随习总书记的步伐参观金寨县红军广
场、革命烈士纪念塔、红军纪念堂、革命
博物馆、洪学智将军纪念馆，在先烈面前
重温入党誓词。教学时间约 1.5 小时；
②梅山水库大坝，教学时间约 40 分钟；
③红二十五军军政旧址和安徽军民抗日纪
念馆，教学时间约 60 分钟。

了解金寨县辉煌的革命史，
以及从金寨县走出去的五十
九位开国将军的生平事迹，
继续发扬“坚贞忠诚、牺牲
奉献、永跟党走”的大别山
精神

第二天

上午

现场教学：赴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心
脏和指挥中心—汤家汇红色小镇，参观豫
东南道区苏维埃政府、红色邮局、红 25、
28 军合编旧址（鄂豫皖省委会议旧址）、苏
维埃政权保卫局等。教学时间约 60 分钟。

了解金寨县辉煌的革命史，
继续发扬“坚贞忠诚、牺牲
奉献、永跟党走”的大别山
精神

下午

现场教学：乘车前往参观花石乡大湾村，
2016 年 4 月 2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大湾村走访村民，同当地干部群众共商脱
贫攻坚大计。教学时间约 60 分钟。

学习大湾村在绿色生态保护
和开发利用上的丰富经验，
探索乡村如何开发利用自身
资源推动一、二、三产业协
调发展、带动村民致富，进
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包
括民俗、文化的共同发展

第三天 全天

现场教学：乘车前往参观刘邓大军前方指
挥部和大别山地质博物馆。教学时间约 2
小时。中餐后乘车返回，结束愉快的红色学
习之旅！

牢记历史，不忘初心：千里
跃进大别山使全国的战略形
势起了巨大的变化。在全国
各战略区的有力配合下，刘
邓大军贯彻“将战争引向国
民党区域”的方针，迅速开
辟了广大的新解放区，吸引
了蒋介石南线全部兵力 160
多个旅中的约 90 个旅的兵
力，迫使敌军处于被动地位，
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
开，实现了毛泽东所估计的
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虽
然在全国范围内，中原解放
军吃苦头最多，付出了巨大
代价，但取得了战略上的主
动，最终赢得了全局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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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培训日程安排可根据学员需求作相应调整。

时间 教学形式及内容 教学主题

第一天

上午 学员赴麻城市
组建临时党支部并宣布培训
纪律要求

下午
现场教学：参观乘马会馆和大别山红星英
烈园。教学时间约 1.5 小时。

缅怀将帅英勇事迹，学习将
帅艰苦斗争、官兵一致、勇
于革命、为信仰而战的高尚
品质；坚定理想信念，培养
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精神

第二天

上午
现场教学：参观鄂豫皖苏区首府博物馆，
教学时间约 60 分钟。后参观鄂豫皖苏区首
府旧址。教学时间约 30 分钟。

了解鄂豫皖三省的革命史，
以及从新县走出去的近百位
将军的生平事迹，向革命前
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下午

现场教学：乘车赴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也
是唯一一位土葬的上将----许世友将军故
居，了解许将军充满传奇和神秘的一生，
以及将军生前收集的万枚毛主席像章纪念
馆。教学时间约 60 分钟。

缅怀无产阶级军事家许世友
同志英勇事迹，学习将军对
党忠诚、奉母行孝、勇往直
前、赤胆忠心、信仰坚定的
精神

第三天 全天

现场教学：乘车参观西河古村落，西河古
村落被称为中国传统村落，全国生态保护名
村，教学时间约 60 分钟。后乘车前往光山
县，参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河南省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砖桥镇，刘、邓大军千里跃进
大别山时，在此召开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旅以
上高级干部会议，即史称“王大湾会议”
的旧址，教学时间约 45 分钟。后乘车返回，
结束愉快的红色学习之旅！

学习西河古村落在生态保护
和开发利用上的丰富经验，
探索乡村如何开发利用自身
资源推动一、二、三产业协
调发展、带动村民致富，进
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包
括民俗、文化的共同发展。
牢记历史，不忘初心：王大
湾会议的召开，极大地提高
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
加强了党的领导作用，增强
了政策纪律观念，使部队真
正明白了进入大别山的重要
意义，看到了全国革命的大
好形势和光明前途，对大别
山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对
实现党中央的战略进攻方
针，实现毛主席说的“历史
的转折点”，起了极为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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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培训日程安排可根据学员需求作相应调整。

时间 教学形式及内容 教学主题

第一天
上午 学员赴麻城市

组建临时党支部并宣布培训
纪律要求

下午
开班式：带队领导进行动员讲话；
专题教学：《中国第一将军县》

第二天

上午
现场教学：瞻仰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
命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教学时间约 2
小时。

缅怀将帅英勇事迹，学习将
帅艰为信仰而战的高尚品
质；坚定理想信念，培养敢
于斗争、敢于牺牲的精神

下午

现场教学：①参观著名的黄麻起义策源地、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红安县七里坪镇
长胜街革命遗址遗迹群和苏维埃时期军政
机关原貌，教学时间约 30 分钟；②参观鄂
豫皖苏区首府博物馆，教学时间约60分钟；
③参观鄂豫皖苏区首府旧址，教学时间约
30 分钟。

了解鄂豫皖三省的革命史，
以及从新县走出去的近百位
将军的生平事迹，向革命前
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第三天

上午

现场教学：参观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
唯一一位土葬的上将----许世友将军故
居，了解许将军充满传奇和神秘的一生，
以及将军生前收集的万枚毛主席像章纪念
馆。教学时间约 60 分钟。

缅怀无产阶级军事家许世友
同志英勇事迹，学习将军对
党忠诚、奉母行孝、勇往直
前、赤胆忠心、信仰坚定的
精神

下午
情景教学：参观西河古村落，西河古村落
被称为中国传统村落，全国生态保护名村。
教学时间约 60 分钟。

学习西河古村落在生态保护
和开发利用上的丰富经验，
探索乡村如何开发利用自身
资源推动一、二、三产业协
调发展、带动村民致富，进
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包
括民俗、文化的共同发展

第四天
上午

现场教学：参观打响解放战争“第一枪”
的地方—宣化店周恩来与美蒋代表谈判旧
址，中原军区司令部旧址。教学时间约 60
分钟。宣化店是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发生
地，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架飞机的诞生
地。

牢记历史，不忘初心：新四
军第五师健儿在中国人民伟
大的抗日战争中，长期孤悬
敌后，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
越战越强、越战越大，最终
为夺取全民族抗战胜利作出
贡献的光辉历史

下午 学员乘坐大巴车赴黄冈市

第五天

上午
专题教学：《青年干部能力提升：提笔能
写、开口会说、遇事善干》

下午
现场教学：参观陈潭秋故居，教学时间约
40 分钟。参观廉政教育馆，教学时间约 30
分钟。

学习陈潭秋信仰坚定、英勇
不屈、勇于牺牲精神

第六天
上午

专题教学：《学理论、强党性，学习十九
大精神》

下午 返程，结束愉快的红色学习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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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培训日程安排可根据学员需求作相应调整。

时间 教学形式及内容 教学主题

第一天

上午
开班式：带班领导进行动员讲话；
专题教学：《黄冈革命史》

下午
现场教学：
①参观陈潭秋故居，教学时间约 40 分钟；
②参观廉政教育馆，教学时间约 30 分钟。

学习陈潭秋信仰坚定、英勇
不屈、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

第二天

上午
现场教学：瞻仰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
命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教学时间约 2
小时。

缅怀将帅英勇事迹，学习将
帅艰苦斗争、官兵一致、勇
于革命、为信仰而战的高尚
品质；坚定理想信念，培养
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精神

下午

现场教学：
①参观李先念故居，教学时间约 50 分钟；
②参观著名的黄麻起义策源地、鄂豫皖革命
根据地中心—红安县七里坪镇长胜街革命
遗址遗迹群和苏维埃时期军政机关原貌，
教学时间约 40 分钟。

依靠群众、善于学习、勇于
实践；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勇于开拓、顾全大局、
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

第三天
上午

现场教学：
①参观乘马会馆，教学时间约 40 分钟；
②参观大别山红星英烈园，教学时间约 30
分钟。

弘扬“万众一心、紧跟党走、
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黄
冈老区精神

下午
①学员乘坐大巴车赴黄冈市；
②会议室分组讨论。

第四天

上午

现场教学：
①参观乌云山茶叶公园，教学时间约 40 分
钟；
②参观湖北最具产业扶贫样板意义的生态
农庄神峰山庄，教学时间约 40 分钟。

学习乡村发展绿色生态循环
经济，引领百姓脱贫致富，
感受老区人民建设美丽新农
村的精神风貌

下午 现场教学：参观英山毕升纪念馆
学习毕升勇于创新、挫而不
折、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
精神

第五天 上午 返程，结束愉快的红色学习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