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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 年，朱执信出生于广
州番禺，他从小酷爱读书，精通
日语、英语。”广州市执信中学党
委书记陈民对记者介绍，“1904
年，执信先生在公费留学日本期
间，结识了孙中山、廖仲恺等革
命党人。加入同盟会后，成为孙
中山的左膀右臂，是当时同盟会
内名噪一时的青年革命理论
家。”1920年，他在虎门调解驻军
与民军冲突时壮烈牺牲，年仅三
十五岁。孙中山为了纪念他，在
1921年创办了执信中学。

“执信先生是中国最早研究
并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的革命理论家之一。”陈民对记
者介绍，“1906 年，他以‘蛰伸’
为笔名，在《民报》发表了文章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
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及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部分
内容。”“1912年，在上海出版的
《新世界》杂志第 2 期发表了日
本人尘重治作和朱执信共同译
述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
说》一文，摘译了《共产党宣言》
第二章中的十条革命措施。马
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到目
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
级斗争的历史’就是由朱执信通
过此文介绍到中国的。”陈民介
绍，作为较早将马克思主义介绍

到中国的朱执信先生，后来被毛
泽东称赞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传播的拓荒者”。

为表彰朱执信对革命的贡
献，1921 年孙中山指派廖仲恺
等筹备建校，1924 年春建立了
由李大钊、蔡元培、廖仲恺等二
十五人的校董会。“在执信中学
的校董中，有李大钊、廖仲恺等
多位革命家，当时他们为执信中
学的办学理念和建设提供了非
常重要的意见和帮助，有许多革
命家还为学生开讲座和上课，传
播革命思想。”陈民表示，当时执
信中学不仅是一所学校，也是广
州革命思想的重要传播场所。

这所中学，缘于一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拓荒者”

——探访广州市执信中学

广州，是一座英雄辈出的城市。在中国近代史上，广
州扮演着中国革命的重要角色。在群英荟萃的广州，有一
位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他就是朱执信。在朱执
信牺牲后，为了纪念他，孙中山先生亲手创办了这所以他
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广州市执信中学。

除了丰富的课内外教育教
学活动，执信中学党委还以“感
悟百年党史伟力，书写忠诚担当
答卷”为主题，精心打造“五种课
堂”，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到学
校管理、文宣、德育、教学和群
团，使深化红色教育培育时代新
人系列活动开展得有广度、有深
度、有温度。

“我们组织党员教师通过‘两
班三讲三结合’开展党史专题学
习，先后共举办 6 次学校理论中
心组学习班、5 次党支部党小组
学习班等。”陈民介绍，“学校党
委牵头创新机制，把‘学党史、办
实事’当作敬畏岗位职责、践行为
民宗旨的课堂，切实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
来，学校目前已经完成14项为师
生办实事项目，有25项工作在扎
实推进。尤其在今年 5 月底以

来，疫情防控和高考冲刺相互叠
加，形势复杂严峻。校长何勇与
学校党委委员带领 56 位高三教
师集体住校，实行全封闭备考。
党员教师占 69.6%的高三年级教
师无一人请假，全部参与到本次
封闭备考行动中，陪伴着因为疫
情而留宿学校的高三学子们走过
最为艰辛的冲刺时段。“这一课，
我们又一次清晰而强烈地触摸到
执信精神、党员力量。”陈民介
绍，“在疫情期间，学校教职员工
还有 37 人次助力非封闭封控社
区疫情防控工作，还有 5 名封闭
封控社区的党员教师不畏疫情凶
险，坚守一线抗疫。”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学
校党委坚持把组织需要、人民期
待和个人理想结合起来，努力追
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
的人生。”陈民说道，“百年恰是
风华正茂，未来仍需风雨兼程。”

“学校建校以后，涌现出了
许多革命英雄人物，在新中国成
立前后，陈悦、关泽恩、司徒潮等
执信学子，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
反法西斯革命，以及为新中国抗
击外来侵略作出了重要贡献直
至牺牲生命。”陈民说，“百年
来，执信中学始终秉承‘崇德瀹
智’的校训，坚持‘立德树人’的
办学宗旨，致力于培养‘改造未
来社会之人才’，培养了数以万
计的优秀毕业生，为中国发展和
人类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陈民表示，近年来，执信中
学继承革命先辈精神，以把红色
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创新构建红色教育课
程育人、文化育人、活动育人、实
践育人四大体系和学校、社会、
网络三维矩阵，健全完善“三全
育人”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红色教育广州模式。

“学校深度挖掘语文、历史
等所有课程蕴含的红色教育资
源，发挥所有课程的育人功能，
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
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体系，实
现红色教育和知识体系教育的
有机统一。”陈民表示，学校深入
挖掘蕴含的红色文化元素，整理
了《朱执信与共产党宣言》《伟大

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从执
信走出的革命英雄》的光辉事
迹，开发校本课程，阐述党的壮
阔革命史、艰辛奋斗史、改革发
展史，引导学生立足脚下，志存
高远，面向未来。

今年，执信中学还开展了丰
富的党史教育活动。今年清明
节，学校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烈
士纪念碑前、执信中学执信墓前
举行“缅怀先烈，薪火相传”清明
祭扫活动，聆听革命先烈的红色
故事；学校合唱团还代表广州市
参加省文明委举办“童心向党”
2021 年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
动，演绎原创童谣《梦里的珠江
缓缓地流》；学校各班还选评一
名学生红色宣讲员，培育一支

“少年先锋宣讲员”队伍，围绕传
统文化、红色故事、党史和政策
理论，通过“一个故事”“一个主
题”小切口的方式，在烈士墓前、
红色研学活动中进行宣讲。

如今，在执信中学校园内，
在校刊板报、橱窗、走廊、墙壁、
教室以及校园景观等载体，处处
可见各种红色文化建设成果。

“我们通过多种方式唤醒学校红
色记忆，激发师生爱国情怀和民
族情感，让学生切实体会到红色
教育的时代性和感染力。”陈民
表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拓荒者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图/学校提供

利用红色资源打造矩阵教育模式

铸魂育人守初心，立德树人担使命

惠州是曾红卫的“第二故
乡”，1966 年出生于兴宁的他，
年仅 6 岁便随父来到惠州。“我
一直在惠州长大，从小就住在东
江边上。”对他来说，惠州不仅是
个人成长的幸福摇篮，还是其事
业腾飞的广阔蓝天。

“小时候，家附近有一条河，
清澈见底、鱼虾成群。”曾红卫回
忆道，“后来由于城市发展工业
的进程中忽视了环保，广东许多
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水污染问
题，家附近的河流水质也变差
了，很难再见鱼虾。”因此，他肩
负起了社会赋予的责任担当，成
为广东生态的“保卫者”。

2017 年，他成立惠州碧海
源科技有限公司，以“让人民群
众喝到优质饮用水”为企业使
命，引进了以色列世界领先的海
水淡化技术和净水技术。为攻
关相关技术，他邀请了广工的李

冬梅教授一同前往以色列进行
实地考察，团队前后去了7趟以
色列。“读万卷书，还需行万里
路！人类的发展进程是相似的，
多看外面就能为中国的发展找
到方向。”

此外，曾红卫进行了大量沟
通协调工作，促成北京首创集团
接手处理了位于惠州市区、污染
严重的“惠州垃圾焚烧场”，解决
了这一困扰历届政府和广大群
众的老大难问题。“我们自己一
分钱不收，只想着为当地老百姓
做一件好事，让他们‘卸掉包
袱’。”他说道。

在他与志同道合人士的努
力下，恢复惠州青山绿水美丽生
态这一夙愿正在实现，他还通过
组织横渡东江的形式呼吁全社
会共同爱护东江母亲河，“希望
年轻一辈都能看到以往清澈透
明的东江。”

始于广工

2021年7月9日 /星期五 / 教育健康部主编
责编 王敏 / 美编 郭子君 / 校对 谢志忠A16与与广东广东崛崛起共成长起共成长

广东发展广东发展作贡献作贡献为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公益惠民赤心报国
他是带领团队申创了 20

多项照明专利的“追光者”，是
广东“全民健身”的倡导者，是
大湾区水资源生态发展的“保
卫者”，是十年来多次反哺母
校的“广工人”。他就是广东
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广工”）
自动化学院84级工业自动化
专业校友曾红卫。出生在20
世纪60年代的曾红卫有着那
一代人的鲜明特性，勤奋、踏
实、爱国。在求学和创业的道
路上，他不断践行“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人生格言，读书
求知、实干兴邦、公益惠民。

阅读观世界，行动探未来，运动享生活 紧抓湾区发展良机,构建惠民生态屏障

湾区生态“保卫者”曾红卫：

扎根惠州

“到广工读书是我人生一个
重大转折，这是我从学生走向社
会的最后一站。”曾红卫曾用

“幸运”一词来表达作为“广工
人”的骄傲与感激。

广工对于他而言，是“梦开
始的地方”，在这个青葱校园，
他用知识描绘事业版图，用书籍
开阔眼界，用行动践行广工精
神。“广工的氛围很好，有踏实
的学风、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
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这些深深
地教育和滋养了我。”

阅读是曾红卫坚持至今的
习惯之一，“大学时我最喜欢

‘泡’在图书馆，系统工程、政治、
历史、名人传记，什么书都读
……”他认为，学校的阅读环境
拓宽了他的眼界，使他能更好地
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定程度
上锻炼了他在商业上的“敏锐嗅
觉”。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
他还逐渐建立了自己看待世界、
社会、未来的“哲学”，“我学会了
通过阅读、思辨形成自己的思维
方式，多个角度考虑事物。”

刚步入大学，他已经把职业
发展、创业方向等“超纲”内容
作为日常思考的问题。这种“想

太多”的思维模式或许造就了他
日后“一看一个准”的事业辉
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我从小就是一个想得比较早、想
得比较远的人。”他说道。

除了时常“头脑风暴”，曾红
卫也很关注身体健康。时至今
日，年过半百的他还是一个精力
旺盛，精通游泳、跑步、骑车等
的“运动达人”。“最开始是跑
步，一个学期后我每天早上5时
多起床去游泳，7时多回广工上
课。”这种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使
他成为当年广工 800 米、1000
米和 1500米跑步比赛的创纪录
者。他笑称，“我可能是整个学
校起得最早的学生。”

“不管是在哪里，我都一直
坚持冬泳。”对体育的热爱使他
成为了广东全民健身的倡导
者。作为惠州市冬泳协会、惠州
市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的会长，他
连续组织举办多届惠州横渡东
江活动、惠州市铁人三项比赛，
其中惠州市铁人三项比赛是目
前广东省内唯一一个国家级体
育赛事。他一直坚信：“体育事
业未来会发展成为大湾区的重
中之重。”

1988 年，曾红卫从广工毕业
后，就职于惠州的一家工业公司，
但这却与他的凌云之志不相合。

“原计划是工作十年后再创业，但
惠州发展太快，十年太晚，我等不
了了。”于是，一年后，他毅然辞
掉工作，赤手空拳“下海打拼”。

曾红卫的“第一桶金”得益于
他敏锐的行业洞察力。20 世纪
90 年代，他曾到厦门出差，在一
家饭店吃饭时发现里面居然有冷
暖空调，“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个新

生事物，它必将淘汰电风扇”。他
对冷暖空调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回到广东后迫不及待地联系了春
兰空调惠州总代理，投身到了空
调行业中。

销售工作并非易事，“当时为
了学营销技能，我曾跑到惠州的
一家啤酒厂做了三个月的销售
员，几乎跑遍了整个惠州。”他仅
仅用了三个月就将该啤酒品牌的
市场占有率从 10%拉升到 90%，
挤掉了其他同期竞争对手，成功
占领市场。

进入21世纪之际，广东悄然
兴起“亮化工程”，城市夜景照明愈
发受到重视。曾红卫便率先将目
光聚焦到霓虹灯的改造上，加入到
中国照明领域“追光者”的行列。
他于2003年创立深圳科思贝照明
科技有限公司，2004年创立惠州
市景虹景观照明工程有限公司，专
门从事室内外灯具开发、研制、生
产以及城市夜景灯管环境、建筑群
体、广场等的亮化设计、施工。

这期间，萌芽于广工的科创
精神成为他在追光路上的“火
种”。他亲自设计和主持研发并
申请了20多项照明相关专利，其
中部分为国外专利，“1999年真正
出了成果，通过霓虹灯亮灭来控
制色彩，我们拿到了一个彩色灯
管的专利。”2004年，惠州市以曾
红卫的公司实施的灯光工程“东
江明珠”为主题进行项目申报，最
终斩获全国第三，是当年广东省
乃至中南六省唯一入选的城市。

在艰苦创业的同时，曾红卫
也不忘初心，积极回馈母校。作
为牵头人及发起人，他组织了广
工惠州校友分会的筹建工作，多
年来持续支持学校各项活动，如
自 2015 年起累计赞助多项大学
生科技竞赛、创业竞赛十余万元，
并多次担任大赛评委；2016年被
评为第三届“感动广工大”人物；
2020 年，捐款 30 万元用于支持
大学城校区中心田径运动场的修
缮工作等。

务实、创新。实实在在
做事，并不断构想新东西，
满足社会需求，这是工科
人、工程师的责任和使命。
创新力也是企业生命力、发

展前景的最重要指标。企
业要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过
程中，根据自身特长、资源、
平台等实际情况，不断把新
技术应用到自己的事业上。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实习生 崔晓君
通讯员 黄华利 卢迪
图/学校和受访者提供

朱执信墓

在广州市执信中学
校园东南角有一个墓地，
四周翠柏环抱，红花簇
拥，还有几株笔直挺立的
木棉树。后依小山，前朝
闹市。这里就是朱执信
先生的墓地，一个圆形的
墓地，中间镶着一块灰麻
石墓碑，一如执信先生的
人品，深沉、厚重、质朴。
墓碑上有孙中山的题词：

民国十一年
朱执信先生墓
孙文敬题
朱执信先生之墓，原

先在先烈路驷马岗。朱
执信先生牺牲后，1921
年 1 月 23 日，在孙中山
的主持下，护法军政府举
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此前在 1920 年 12 月 15
日，护法军政府派专人前
往香港将朱执信先生的
灵柩运回广州。安葬那
天，孙中山怀着悲痛心
情，亲自步行执绋，将朱
执信灵柩护送至广州东
郊 驷 马 岗 安 葬 。 1921
年，为纪念朱执信先生，
孙中山创办了纪念性学
校——执信中学，并在执
信中学开学典礼上说：

“愿诸生人人皆学执信先
生之毅勇果敢以求学，蹈
行予自由、民主、均富之
理念，以改造未来之社
会。”

1936 年秋，由于驷
马岗墓地较为潮湿，人们
发现墓地灵柩有白蚁，经
朱执信先生亲属同意，将
其遗骸重新装殓后，迁葬
于执信中学内，碑文保持
原样。目前驷马岗墓地
为衣冠冢。如今，朱执信
墓在美丽静谧的校园里

“托体同山阿”，不管时光
流逝，时势多变，执信先
生的英雄精神都将与执
信中学共存，与祖国大地
共存。

您心目中的广工精神是什么？

希望师弟师妹
们学好课程之余广
泛阅读，勤思考、多
求解、会换位，保持
了解社会发展的现

状；至少会一项运动，养成独
自锻炼身体的习惯；人生不
如意事十之八九，关键要有
耐心和毅力，欲速则不达，要
沉得住气。

您对广工师弟师妹们有何建议和寄语？

广工大学城校区中心田径运动场广工学子开展实践创新活动

广工校友曾红卫

广州市执信中学党委书记陈民

广州市执信中学利用学校红色资源学习党史

广州市执信中学学生向校内孙中山先生雕像献花

勤思考 多求解 会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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