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红色基因 走好新的征程
■ 李跃波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自 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
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江淮儿女奏响了一曲曲壮丽凯歌。这里
是中国革命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重要发源地，新四军集结地、
诞生地、军部所在地，华中敌后抗战重要战场和指挥中心，承载
着艰苦卓绝、值得铭记的革命斗争史。 这里锻造了大别山精神、
铁军精神、小推车精神、渡江精神、小岗精神、王家坝精神、沈浩
精神等，矗立起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2016 年 4 月和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安徽，
深入革命老区金寨缅怀革命先烈， 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重温革
命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寸山河一寸血， 一抔热土一抔
魂。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
传下去”“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 渡江战
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 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的人民服
务员”。这些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为我们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
色基因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发
掘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推动红色文化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相结合，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教育相结合，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精神文明创建和思政教育
相结合，让红色文化成为新时代铸魂育人的精神动力。

当前，我们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还有许多“雪山”“草
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我们必须
用红色文化滋养心灵，用红色火炬照亮征程，不断闯关夺隘，奋
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解放日报记者 张骏：
兴业路 76 号，这座石库门小楼里，前来瞻仰的人络

绎不绝。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

召开。 13名代表，代表全国 50多名党员，缔造了中国第一
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后来被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重温一大召开前后这段历史，可以看到，党从成立之
日甚至在酝酿之初，就将“人民至上”植入基因。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革命军队必
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 承认无产阶
级专政， 直到阶级斗争结束， 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
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
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等。

这些，并不是写在文件中的口号。
1920 年 5 月 1 日，《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号》，为

工人大众服务。 翻开这个专号，第一篇是李大钊写的《五
一运动史》，介绍了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和欧美工人为实现
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史；陈独秀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劳
动者底觉悟》，一篇是《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对
国内劳动状况调查的文章约占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还
刊登了 33 幅工人劳动状况的照片。

“花了五倍功夫”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和茅盾
一起办工人夜校，教工人认字，慢慢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说，“中国共产党根基在
人民、血脉在人民”“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人民更坚实；没有一种力量，
比从群众中汲取更强大。

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浙江日报记者 王杭徽：
时光倒转到一百年前，1921 年 7 月，正在上海秘密召

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由于受到巡捕的
袭扰而被迫中断。 党代表们从上海坐火车辗转来到了嘉
兴，在南湖中的一条普通小木船里，继续完成了中共一大
的全部议程。他们在这里用 7 小时左右的时间，审议通过
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 选举产生了
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条船是 1959 年根据当事人的回
忆，呈请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审定，按照模型原样仿建而
成的。 船舱内的雕刻、屏风都保持着原样，向大家展现了
中共一大会议的历史场景。

如今，这条长 16 米、宽 3 米的木船静静地停泊在南
湖的湖心岛畔。它被亲切地称为“红船”，不仅是因为船身
是红色的，更重要的是它昭示着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这
船不大，但前途远大，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梦想的起航。
它象征着革命，象征着奋斗，也象征着激情，预示着中国
将驶向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把“红船精神”概括
为开天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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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船精
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锐意进取、砥砺奋进。每
年来南湖参观的全国各地的人们络绎不绝， 大家瞻仰红
船，重温历史，重温入党誓词，传承精神、传递信仰。

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百年大
党跨世纪的伟大航程从这里起航，并将驶向壮丽的远方！

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七室主任 徐京: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划时代的大事件上， 安徽是

作了重要贡献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
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 同毛泽东同志等革
命青年一道， 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
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
为之一新。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李跃波 整理）

■ 本报记者 黄永礼

江淮大地，一方红色故土。
其中，六安、安庆等地的大别山区，

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
大牺牲。

大别山，红色的山、革命的山、英雄
的山。

革命的星火在这里率先点燃，信仰
的旗帜在这里高高飘扬。

从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大别山军民在党的领导
下，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创造了“28 年红
旗不倒”的光辉历史，孕育了不朽的大别
山精神。

烽火燎原，巨大牺牲
奉献彪炳史册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
来了马克思主义。 大别山区是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是中共
早期组织和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 一批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开始在大别
山区传播马克思主义。

星星之火，渐成燎原。 大别山区革
命烽火蔓延，革命浪潮奔涌。

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是著名革命
老区，素有“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
之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全国第
二将军县。

作为 “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
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80 多年前，在全
国 4 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队伍中，有
2 支队伍与金寨密不可分， 一支是红四
方面军，主要发源于金寨，一支是红二

十五军，直接诞生于金寨。 这两支队伍，
为长征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鄂豫皖苏区的创建者、被列为无产阶
级军事家的许继慎、蔡申熙、曾中生，两过
草地的“六星上将”洪学智，“中共特工王”
李克农，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的
王稼祥……血与火的红色摇篮里，走出了
一个个皖籍刚强铁汉、军旅战将，这些党
史军史上的重要人物，镌刻着安徽为中国
革命作出的巨大牺牲与奉献。

有革命斗争，就有流血牺牲。
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和发展

中，始终面临着国民党优势兵力的镇压
和“围剿”。 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极端
困苦的环境下，大别山共产党人和革命
群众坚定信仰、初心不改，无论处于顺
境还是逆境，始终对党无限忠诚，不怕
流血牺牲 ， 不屈不挠开展革命斗争 。
1932 年 10 月主力红军西移后， 敌军所
至，血流成河，庐舍成墟，满目凄凉。 敌
人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采取了活埋、
刀砍、火烧等野蛮措施，许多家庭惨遭
灭门。 但是，英勇的大别山人民没有被
吓到，宁死不屈，继续前进。

史料记载，在中国革命的苦难辉煌历
程中，大别山近 100万人为捍卫红色政权
而捐躯， 仅金寨县就有 10万英雄儿女为
国捐躯， 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四
十，可谓“山山埋忠骨，岭岭铸忠魂”。

赓续精神，矢志不渝
传承红色基因

碧血书丹青，英灵铸丰碑。
革命先辈在大别山里前仆后继，浴

血奋战，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孕
育了彪炳史册的大别山精神，给我们留
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
时指出，“大别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
精神财富”， 肯定了大别山精神在中国
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地位。

“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热情火
焰的传递。 ”缅怀先烈、赓续精神，重在
矢志不渝传承红色基因。

每天，青山环抱中的金寨县红军烈
士墓园，前来瞻仰的人群络绎不绝。 每
年数十万人次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
在墓园留下足迹，也在心中刻下对先烈
的敬仰。

挖掘红色资源， 强化红色教育，发
扬红色传统。 我省将金寨干部学院打造
成特色鲜明的党性教育基地，现已成为
立足安徽、辐射全国的重要阵地。

让红色资源 “动 ”起来 ，红色文化
“活” 起来。 大别山区各地充分发挥党
史、革命史鼓舞人、激励人、启迪人和警
示人的作用， 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等，讲好红色故事，补充红色营养，
把红色火种播进一代代年轻人的心中，
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
量，激励人们奋发有为，建设美丽家园，
告慰革命先烈。

饮水思源，让老区人
民过上好日子

吃水不忘挖井人。加快大别山革命
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过上美好幸

福的生活，是不能忘记的历史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 ，在省委 、省政府高

度重视和支持下，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
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显著成就，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
化。 但由于受历史、自然、交通等多种因
素制约， 这些地区的发展还相对滞后，
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比较困难。 我省持续
出台扶持政策，促进大别山革命老区又
好又快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全面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挖
掘利用大别山革命老区“红”“绿”两种
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坚
持生态优先，保护好好山好水 ，着力打
造红色为本、绿色为基、特色鲜明的产
业、就业体系，走出了一条“红绿融合 ”
特色发展之路，让绿水青山日益成为人
民群众的幸福靠山，全力促进乡村全面
振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引领下，
在决胜脱贫攻坚战中，各级党员干部秉
持初心，挥洒汗水，甚至献出生命。

健康扶贫、“三变”改革、产业扶贫、
光伏兴农……一系列精准扶贫政策 ，
“输血”更重“造血”，让大别山区城乡面
貌日新月异。

英雄之山， 迎来了一个重要时刻：
2018 年 8 月， 岳西县退出贫困县行列，
成为全省首个“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
2020 年 4 月， 金寨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在全面小康路上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
的一步。 至此，我省大别山区贫困县全
部摘帽、尽数出列。

巍峨大别山 ，走进新时代 ，明朝更
好看！

沪浙皖三省党报联动， 重走 “一大
路”，追寻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之初就深
深融入血脉的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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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大别山 奋进红土地

相关史料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提供

位于大别山烈士纪念园的大型浮雕《《将星璀璨》》。。 （（资料图片））

1月 19 日拍摄的浙江省嘉兴市南湖红船。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