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

党史是领导干部必须修好的“必修课”！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重温这部伟大历史能够受到党的初心使命、

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必须铭记

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习近平

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

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

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意义重大



延边红色教育培训中心简介

延边州红色教育培训中心是经主管部门批准正式注册登记，延边

州老促会理事成员中唯一党性教育机构，以东北三省红色革命旧址、

革命博物馆，以及红色教学点为依托，为各地机关、单位、学校、企

业、社区等提供红色教育培训、主题党日活动、参观学习、专题党史

教学、户外拓展、社会实践等专业性服务。

课程设计上采用现场教学、课堂教学、微党课教学、专题教学、

激情教学、体验教学、拓展教学等多种教学形式的有机结合，让学员

“扮演一名抗联战士、深入一处历史现场、缅怀一次革命先烈、体验

一天抗联生活、参与一堂红色课程”，使学员多角度地深刻体会抗联

精神的精髓。一方面深入挖掘东北抗联精神内涵以及地方红色资源，

另一方面把学员所在单位的系统属性和抗联精神红色教育结合起来，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形成了独特的红色教学体系。

本中心与多家党校的知名党性教育专家，教授，青年学者有长期

合作。为党性教育党员提供集专业性、趣味性、教育性强的课程。长

期承办 1-7天个性化红色培训班，承接各类红色教育培训以及课堂教

学课程。

联系我们：电话 13514439366 孙老师 扫码加微信



专题理论教学介绍
专题课程 1：光辉足迹 崇高精神—从东北抗联二军历史中汲取智慧

和力量

专题课程 2：东北抗联历史、特点及精神——以东北抗联二军为例

以上课题主讲教师为延边州党校骨干教师 王顺奎老师

专题课程 3： 党性的力量——东北抗联苦斗史的证明

专题课程 4： 加强党性修养提升领导力

以上课题主讲教师为延边州党校骨干教师 李明哲老师

专题课程 5：抗联精神在延边

以上课题主讲教师为延边州党校骨干教师 李美妍老师

专题课程 6：延边抗联历史及其启示

以上课题主讲教师为延边州党校骨干教师 易秀梅老师

专题课程 7：延边东北抗联历史及精神

以上课题主讲教师为延边州党校骨干教师 何鸣

专题课程:8：延边民族团结历史及其启示

专题课程 9：中国朝鲜族史及其启示

以上课题主讲教师为延边州党校骨干教师 朴金姬老师

专题课程 10：学习党章 加强党性修养

以上课题主讲教师为延边州党校骨干教师 康凯老师

专题课程 1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

专题课程 12：学习习近平视察吉林重要讲话精神

专题课程 1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专题课程 14：重走革命根据地的党史教育

专题课程 15：突显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专题课程 16：延边州情

专题课程 17：在构建新格局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专题课程 18：乡村旅游

专题课程 19：习近平经济思想

专题课程 20：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专题课程 21：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感悟

以上课题主讲教师为延边州党校骨干教师 李玉晶老师

专题课程 22：党史的核心与灵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专题课程 23：全面推进延边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

专题课程 24：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专题课程 25：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

专题课程 26：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专题课程 27：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专题课程 28：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专题课程 29：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理论思维能力

专题课程 30：解读“十四五规划”

以上课题主讲教师为延边州党校骨干教师 李义老师

专题课程 31：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专题课程 32：互联网思维与领导力提升

专题课程 33：坚守人民立场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以上课题主讲教师为延边州党校骨干教师 马继伟老师

联系我们：电话 13514439366 孙老师 扫码加微信



延边州内现场教学线路及教学内容安排

时间 活动安排 组织/授课人 地 点

方案一

上午

1.开班仪式
2.视频教学：我的东北抗联
3.专题理论教学：东北抗联的历程、特点与精神

——以抗联二军为例

延边州党校

在职教授

延吉市

中午 午餐 延吉市

下午

延边烈士陵园现场教学
1. 拜谒革命烈士纪念碑
2. 重温入党誓词
3. 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参观
4. 烈士墓区现场教学：“千秋正气”

延吉市

方案二

上午
现场教学
1.参观延边州博物馆
2.参观延边城市展览馆

延边州党校

在职教授

延吉市

中午 午餐 延吉市

下午
1. 龙井日本间岛总领事馆现场教学
2.药水洞苏维埃政府遗址现场教学
3.金达莱村现场教学

龙井市

和龙市

方案三

上午

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现场教学
1.东满特委纪念碑现场教学
2.重走抗联路体验教学
a.金锦女烈士纪念碑、姜春花烈士纪念碑
b.游击队营房遗址、兵工厂遗址
c.印刷厂遗址
3东满特委遗址现场教学“大音希声”
d.后方医院遗址、抗联井

延边州党校

在职教授

汪清县

中午 午餐 汪清县

下午
1. 图们口岸现场教学
2. 凉水断桥现场教学

图们市

方案四

上午
1. 珲春党史馆馆内参观
2. 十三烈士陵园现场教学

3.伪军起义遗址现场教学 延边州党校

在职教授

珲春市

中午 午餐 珲春市

下午
1.张鼓峰战迹地现场教学
2.吴大澂龙虎石刻广场现场教学
3.龙虎阁边关国史现场教学

珲春市

方案五

上午
1.寒葱岭抗联文化纪念馆馆内教学
2.寒葱岭密营遗址现场参观

延边州党校

在职教授

敦化市

中午 午餐 敦化市

下午

大沙河系列战斗纪念馆现场教学
1. 大沙河系列战斗经过
2. 许成淑烈士的故事
3. 崔哲宽团长的故事

安图县



临江、靖宇县现场教学线路及教学内容安排

时间 活动/教学内容 组织/授课人 地点

D1

上午

06:00-10:00 统一乘坐大巴车前往革命老区靖宇 班主任 延吉-靖宇

10:30-11:00 开班仪式
1．奏唱国歌
2．（校方领导） 致欢迎词
3．（培训方领导）作培训动员讲话

4．（双方领导） 向培训班授班旗

班主任 培训基地

11:30-12:30 午餐 班主任 靖宇县

12:30-12:50 集体合影 班主任

杨靖宇将军

殉国地

下午

13:00-14:30 现场教学

1. 走进密营

2. 杨靖宇将军最后的 118 个小时

中心高级讲师

14:30-15:30 现场教学：杨靖宇与东北抗联 讲解员
杨靖宇将军

纪念馆

15:40-17:30 乘车前往革命老区临江入住基地 班主任 靖宇-临江

18:00-19:00 晚餐 培训基地

D2

上午

07:00-08:00 早餐 班主任 培训基地

08:00-08:30 敬献仪式、重温入党誓词 教官

四保临江战

役烈士陵园

纪念馆

08:30-09:00 现场教学：《重温历史、缅怀先烈》

讲解员09:00-10:10 现场教学：《四保临江战役的重要作

用》

10:10-10:20 集体合影 班主任

10:30-11:20 现场教学：《怀念陈云同志追忆历史

丰碑》
临江党校教授

陈云旧居

陈云广场

11:30-12:30 午餐 班主任 培训基地

下午
13:30-16:30 体验教学：重走抗联路

现场教学：鹰嘴砬子战役
副教授张汝民 鹰嘴砬子

17:00-18:00 晚餐 班主任 培训基地

D3
上午

07:00-08:00 早餐 班主任 培训基地

08:00-10:30 专题教学：《四保临江精神与中国共

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临江党校教授 培训基地

10:30-11:00 结业仪式、颁发结业证书 班主任 培训中心

11:30-12:30 午餐 班主任 培训中心

12:30-16:30 培训结束集体返程 班主任 临江-延吉



往期回顾

延边州食品药品监督局百人党建珲春行；

延边州邮政管理局州内多地党建活动；

延边州商务局老党员活动；

全国老促会百人会议延边地区红色线路会议接待；

延吉市老干局党员活动日培训；

延边州少年宫优秀学生红色教育培训汪清行；

中国扶贫办北京海淀区一小红色延边行；

吉林省政协在职百余名干部延边行红色教育培训；

延边州移动通讯集团全年党课培训；

朝阳川政府老干部延边州内红色教育培训；

延吉市新兴街道多个社区党员日活动······

联系我们：电话 13514439366 孙老师 扫码加微信



联系我们：电话 13514439366 孙老师 扫码加微信

重

走

抗

联

路

体

验

教

学



联系我们：电话 13514439366 孙老师 扫码加微信

重

走

抗

联

路

体

验

教

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