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里跃进大别山 八月桂花遍地开

大别山， 位于我国中部的鄂豫皖三
省之间，绵延八百里 ，是中国共产党的
重要建党基地 、 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
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 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 ， 大别山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 ，前赴后继 ，英勇奋斗 ，为人民的解
放、 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
牲，作出了重大贡献 ，形成了彪炳史册
的大别山精神。

安徽是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大别山精神的重要孕育之
地、锻造之地、发展之地，是刘邓大军挺
进大别山的重要目的地和 “打过长江
去、解放全中国”的重要前进基地。

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到
1949 年新中国建立， 大别山地区 28 年
始终坚持革命斗争，红旗不倒。 大革命
时期，大别山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

民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以著名的
黄(安)麻(城)起义、商(城)南起义、六 (安 )
霍 (山 )起义为标志，建立形成的鄂豫皖
革命根据地，成为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
第二大苏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李先念同志率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在大别山西部建立了鄂豫边抗日民主
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 ，刘邓大军千里
挺进大别山，实现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
御转入战略进攻的伟大历史转折。

无论是在革命运动的初始阶段，还
是在革命发展的高潮时期，无论顺境还
是逆境，大别山英雄儿女始终怀揣着坚
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决贯彻落实党的
主张和决策，始终自觉地将中国共产党
看作是自己的“主心骨”和“领路人”，紧
跟紧随，绝不动摇。 大别山根据地创建
时期， 皖西许多先烈被捕后经受酷刑，

或被钉死在城墙山，或活埋，或火烧，或
投河，或割下首级，挂在街口，但先烈们
无所畏惧，大义凛然，矢志不渝，初心不
改。 六霍起义重要领导人周狷之被捕后
写下“头颅抛千斛，风雨撼孤舟。 宁为革
命死，不作阶下囚。 ”的豪迈诗句。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
南时指出，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
别山精神等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
富。 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
山永不变色。

大别山精神是安徽人民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我们要大力弘扬大
别山精神，发扬红色传统 、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始终保
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
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本版撰稿/任诗芹 程铁军 杜婉 省党史院

责编/任诗芹 摄影/程兆 版式/孙冠贤

思想伟力

TT2266--TT2277 2200２２11年 77月 11日
星期四

精神财富穿越时空 伟大事业薪火相传

铁军热血卫家国 波澜壮阔新时代

新四军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的简称，由南方 8 省 14 个地区的红军游
击健儿汇集改编而成， 也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前身之一。全民族抗战期间，新四
军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 在极
其艰苦的条件下， 严格遵守军纪和群众
纪律，坚决执行命令，坚持向敌后发展，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卓越地完成了对敌
后抗日的历史任务， 为民族解放事业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四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敌
人顽强斗争，奋力杀敌 ，涌现了大量可
歌可泣的英雄壮举。 刘老庄 82 烈士便
是最典型的事例。 1943 年 3 月 18 日，新
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四连为掩护
部队主力转移， 在淮阴刘老庄与 10 多
倍于己的日军精锐部队激战 12 小时，击
溃敌人 5 次冲锋 ， 在弹尽粮绝的情况
下，与敌人进行肉搏拼杀，毙伤敌 170 余

人，全连 82 人全部英勇牺牲。 朱德称赞
他们“是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
现”，陈毅誉之为“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壮
举”。 毛泽东赞誉新四军是“华中人民的
长城”。

“北有延安宝塔，南有云岭烽火。”云
岭镇 ， 是安徽省宣城市泾县的一个乡
镇， 是 1938 年 7 月 1 日至 1941 年 4 月
新四军军部驻地，这里曾经爆发了震惊
中外的皖南事变，是中国共产党史中一
个不可磨灭的坐标。 入驻云岭期间，新
四军军部推进参谋工作正规化，建立正
规军的规章制度 ， 进行了游击战的指
导，加强了部队军事建设 ，召开了全军
代表大会，同时培养了大批干部。 随后，
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皖南部队英勇抗
击，最终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了少部
分突围，几乎全军覆没，副军长项英、副
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遭叛徒杀害，政治

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英勇殉职。
新四军创造了辉煌战绩， 也铸就了

伟大的铁军精神即新四军精神。 新四军
精神既是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的集中反
映 ， 也是共产党人优良作风的生动展
示，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鲜明
体现。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 70 多年前的
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新四军铁的精神
依然激发我们奋斗的豪情。

继承发扬新四军精神， 就是让过去
形成的优良传统，在今天产生巨大的推
动力量。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
大征程中， 让红色的火炬传承下去、发
扬光大，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的今天，新四军精
神仍然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闪
烁着耀眼夺目的光辉，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小车推出大胜利 人民江山为人民

2017 年 12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
苏徐州瞻仰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参观
淮海战役纪念馆时强调 ，“要把淮海战
役精神发扬光大”。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
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以徐
州为中心，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性
进攻战役。 淮海战役共历时 66 天，歼灭
国民党军 55.5 万余人，创造出“60 万战
胜 80 万”的战争奇迹，为解放全中国奠
定了胜利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淮海战役
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 “小推

车精神”是淮海战役精神中最
动人的篇章。 1948 年的那个寒
冬， 千千万万的支前民工
推着独轮车，以“最后一把

米，用来做军粮；最后
一尺布， 用来
做军装， 最后

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
含泪送战场”的胸怀，迎着危险、冒着大
雪，舍生忘死、冲向前线。据不完全统计，
淮海战役期间解放区前后共出动民工
543 万人，动用担架 20.6 万副 ，车辆 88
万辆，挑子 30.5 万副，牲畜 76.7 万头，共
向前线运送 1460 多万吨弹药、9.6 亿斤
粮食等军需物资。

安徽是淮海战役总前委所在地，是
淮海战役的重要战场, 是淮海战役精神
的主要孕育地。

在淮海战役精神的鼓舞下，如今，淮
海战役安徽战场的儿女们不忘初心、砥
砺奋进，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实现了 “乌金城市绿金发展 ”成功
转型的淮北市，牢记初心使命 ，以淮海
战役“全民动员全面动员全力支前 ”的
精神推进脱贫攻坚 ，全市 22 个贫困村
全部出列 ， 省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
贫。文明之城、好人之城、生态之城……

今天的淮北 ， 一张张金色的名片熠熠
生辉。

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的宿州市，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市
上下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经
过 8 年的持续奋斗， 彻底改变了贫困地
区的落后面貌， 连续 4 年荣获全国脱贫
攻坚奖。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 “十四五”开局之年，
宿州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持续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努力开启乡村振兴新
篇章。

由传统工业城蝶变为低碳生态发展
新高地的蚌埠市，创新正成为一张闪亮
的城市名片。 近年来，蚌埠市坚持创新
驱动战略不动摇，聚焦硅基 、生物基新
材料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及数字经济，聚
力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加速向“创新之城、材料之都、制造高地、
幸福蚌埠”目标大步迈进。

精神财富穿越时空 伟大事业薪火相传。 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
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发端并孕育于江淮大地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安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百年奋斗铸辉煌，红色家风代代传。 立足两个大局，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我们要把宝
贵精神财富传承好、弘扬好，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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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天河淠史杭 山冈增产万斤粮

淠史杭工程位于安徽省中西部，横
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是淠河 、史河 、
杭埠河三个毗邻灌区工程的总称，是新
中国成立后兴建的全国最大灌区工程，
名列世界七大灌区名录 。 工程惠及安
徽、河南 2 省 4 市 17 个县区，有效灌溉
面积 1000多万亩，实现了水资源的科学
利用。 淠史杭工程历时 14 年，不仅造就
了一项宏大的水利工程，而且孕育了伟
大的淠史杭精神。

为治好淮河 ，新中国成立后 ，陆续
兴建了拦蓄大别山区洪水的佛子岭 、
梅山 、磨子潭 、响洪甸 、龙河口五大水
库， 以此为主水源， 建成了灌溉 1000
万亩的特大型淠史杭灌区 。 灌区以五
大水库、 三大渠首 、2.5 万公里七级固
定渠道 、6 万多座各类渠系建筑物 ，以
及 1200 多座中小型水库、21 万多座塘
堰组成的蓄 、引 、提相结合的 “长藤结
瓜式”的灌溉系统，纵横交错在岗峦起
伏的江淮大地上 ， 是中国继都江堰之

后又一治水奇迹。
淠史杭灌区从 1958 年开工兴建

至 1972 年基本建成通水的十几年里 ，
在经济极端困难、物资十分匮乏 、技术
设备落后的条件下 ， 皖西人民自带工
具 、自备口粮 ，近百万民工 、干部和职
工以公社为单位 ， 成立了近万个水利
团和 6400 多个突击队 、战斗队 ，自制
土炸药 ，自建水泥厂 ，自筹石木材 ，创
造了专攻切岭工程的 “洞室爆破法 ”、
专攻黄礓土的 “劈土法 ”，研制了垂直
运输土工具 “倒拉器 ”，完成了近 6 亿
立方米的土方工程，最终实现了 “叫高
山低头 ，要平岗让路 ”的目标 ，印证了
当年“江淮人民多奇志 ，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精神。

淠史杭灌区工程的每一寸渠道、每
一个涵洞、每一个渡槽、每一座桥梁，都
饱含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汗水和牺牲。 在
渠道经过的地方，占用农田、搬迁房屋、
迁坟填井、挖压土地等各项工作 ，都是

畅通无阻。 龙河口水库施工时，工地附
近群众自愿让出 1800 多间房屋给民工
居住，没要任何补偿与报酬 ；横排头上
游陶洪集为建渠首 ，1.8 万亩土地被淹
没，没向国家要一分钱。

当代文豪郭沫若视察淠史杭灌区
后，欣然命笔：“排沙拆水分清浊 ，喜见
源头造海洋。河道提高三十米，山冈增
产万斤粮。倒虹吸下渠交织，切道崖头
电发光。汽艇航行风浩荡，人民力量不
寻常。 ”

60 年来， 淠史杭工程充分发挥了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灌区年产粮食
约 70 亿公斤 ,是国家重点商品粮生产
基地。60 多年来累计灌溉供水 1625 亿
立方米 ，灌溉农田 4.56 亿亩 ，增产粮
食 583.8 亿公斤 ， 抗旱减灾效益 1400
多亿元。

昔日的千里贫瘠之地变成了今日的
鱼米之乡，使江淮丘陵地区成为流水潺
潺、宜居宜业的绿色生态福地。

百万雄师过大江 乘风破浪会有时

渡江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继淮海
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进
行战略追击的第一个重大战役。 解放军
百万雄师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突破国
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占
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国民党统
治在大陆的覆灭。

安徽是渡江战役的指挥中心，总前
委先后驻扎蚌埠孙家圩子和肥东瑶岗
村；安徽是渡江战役练兵场、出发地、主
战场，人民解放军横渡千里江面 ，皖江
占了八百余里。 伟大的渡江战役铸就了
伟大的渡江精神。

安徽是渡江精神的主要孕育和锻
造之地。

渡江战役前，人民解放战争刚刚赢得
“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国民党政权已是
穷途末路，但他们妄图依靠美英等外国势
力，实行划江而治，再次玩弄“和平谈判”
的阴谋，企图争取喘息时间，卷土重来。面
对国民党的“和平”烟幕弹，国内一部分人
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革命就此止
步； 一些人还建议共产党人把革命战争

“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 党内也
有人因担心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长江天
堑阻隔，产生畏惧心理。 是半途而废还是
革命到底？ 毛泽东在 1948年 12月 30日
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
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表明了共产党
人夺取中国革命全面彻底胜利的坚定信
念和坚强决心。

渡江战役期间， 百万雄师过大江能
够气吞万里如虎， 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同
人民一条心、军民团结如一人。没有渡江
船只， 沿江北岸一带群众将国民党军南
逃时沉入江底、湖底的船只捞上来，将毁
坏的船只修补起来。为了筹集船用材料，
有的拿出建房的木材、床板，有的老人献
出自己的“寿材”。 仅用半个月时间就提
供民船 1万多条。 上百万民工与部队协
同奋战，挖掘、构筑众多船坞，并创造开
渠灌水、掘堤引渡、拉船翻坝及陆地行舟
等措施，保证了船只隐蔽入江。

渡江战役发起时，广大船工踊跃参
战，纷纷写血书表决心、争立功。 特等渡
江英雄、37 岁船工车胜科来不及掩埋牺

牲的父亲， 就动员二弟车新近上船，二
弟负伤后又动员四弟上船，兄弟共同拿
起父亲摇过的桨，争当渡江先锋。 一等
渡江英雄马毛姐年仅 15 岁， 和哥哥奋
力摇船争第一，炮火中把第一批渡江战
士送到南岸。

据统计 ，渡江战役期间 ，支前运动
共发动民工 320 万人， 筹运粮草 4.5 亿
斤，征用船只 5 万多只 ，还为部队提供
大批作战器材和军需物品，为渡江战役
胜利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合
肥渡江战役纪念馆时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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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百万雄师过大江 ， 乘风破浪会有
时。 在渡江精神的感召下，如今八百里
皖江已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
精气神，借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国家战略重要机遇，沿着长江这条
“黄金水道”扬帆出海，开创新阶段现代
化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

千里淮河第一闸 筑就两岸安澜梦

王家坝位于安徽省阜南县南部，南
邻淮河，与河南省的固始、淮滨两县隔河
相望， 处于淮河中上游分界处。 为了调
节淮河汛期水位，确保中下游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1953 年建有王家坝闸和库容
7.5 亿立方米的淮河蒙洼蓄洪区，其中王
家坝被誉为“千里淮河第一闸”，当王家
坝水位达 29 米， 且有继续上涨趋势时，
可开启王家坝闸分洪。 60 多年来，王家
坝人民用 16 次开闸蓄洪的壮举诠释了
“舍小家、为大家”的舍局部顾全局的伟
大精神。 王家坝人的无私奉献和牺牲，
换来了整个淮河流域的安澜。

千里淮河走出桐柏山， 抵达豫皖两
省三县交界处的王家坝，360 公里的河
道落差是 174 米； 可自此而下的 640 公
里，落差仅为 22 米。淮河汛期，上游洪水
来临，中下游因为到高水位顶托，排泄不
畅， 极容易形成较大洪涝灾害。 由王家
坝闸进水的 183 平方公里蒙洼蓄洪区，
自然就担负起了舍己为人的社会责任。
每当淮北大堤、中下游能源基地、工矿城

市以及京九、京沪交通大动脉受到洪水
威胁之际，每当淮河抗洪进入最危急的
时刻，王家坝闸便果断开闸放水。

王家坝人一次次含泪承担家园被淹
的痛苦，但他们从来不甘于命运的摆布，
而是灾难面前无所畏惧，立即振作起来，
开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水退人进，人
进田绿，并通过大力发展柳编、板鸭、蔬
菜等产业， 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 特别
是蓄洪区洼地里随处可见、耐涝经泡的
杞柳，更是成了蓄洪区群众的“摇钱树”。
他们利用丰富的杞柳资源，挖掘、传承具
有 500 多年历史的阜南柳编传统工艺，
以蓄洪区群众为主编制的上万种柳编
产品，远销北美、西欧 、东亚 、东南亚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经过 70 多年的综合治理，淮河防洪
体系越来越完善，防汛抗洪、防灾减灾能
力不断提高。 如今， 淮河已初步形成由
上游水库、分洪河道、行蓄洪区、临淮岗
洪水控制工程等组成的防洪减灾工程
体系， 王家坝保证水位由 29.00 米提高

到 29.30 米,有效降低了蒙洼蓄洪区的进
洪机率。防洪手段上，淮河上空基本形成
了卫星、雷达监测网络，可以全天候监测
雨层分布和强度。 依托国家防汛抗旱指
挥系统， 安徽建立了远程监控和会商系
统， 把确定开闸蓄洪和拦蓄洪水数量的
盲目性降到了最低点。

2020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蒙洼
考察时提出了尊重自然 ， 顺应自然规
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水理念。 在经
历了多次水灾之后，王家坝人民逐渐找
到了顺应规律、人水和谐共生之路。 如
今，通过统一规划、提供建房补助，行蓄
洪区群众搬到 6 个 “保庄圩 ”“避水庄
台”，或移民迁建，蒙洼蓄洪区里加固了
136 个庄台。而且，王家坝镇实施三年庄
台居民迁建计划， 拟迁建 1600 户 7109
人。 王家坝人树立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不断发展绿色产业，增强内生动力。 “深
水鱼、浅水藕，滩涂洼地栽杞柳，鸭鹅水
上游，牛羊遍地走 ”的和谐愿景正在变
为现实。

一声春雷震天响 希望田野焕生机

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
地，围绕小岗“大包干”所形成的小岗精
神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精神基因, 集中体
现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2016 年 4 月 25 日， 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小岗村考察，称赞小岗村当年的创
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 农村改革从
安徽小岗开始。

1978 年的一个寒冬之夜，安徽省凤
阳县小岗村的 18 户农民悄悄聚集在一
起，搞起了“大包干”:“我们分田到户，每
户户主签字盖章 ，如以后能干 ，每户保
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 ， 不在
（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如不成，我
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
十八岁。 ”大家一致同意分田到户搞“大
包干”， 并以托孤的勇气在保证书上按

下红手印，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
大幕。

小岗改革第一年 ， 就获得了大丰
收 ， 仅粮食产量就达到了过去五年的
总和。

“大包干”不仅解决了当时中国人的
吃饭问题，关键在于它突破了旧的生产
关系、管理体制和分配方式，使农民真正
成为能够主宰农业生产和产品分配的
主人。

小岗村的创举犹如星星之火迅速燎
原，成为全国农村改革的先锋。

在小岗农民的示范效应下 ， 广大
农村掀起了转换土地经营方式的热
潮，短短几年 ，全国农村基本实行了以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 统分结合的双
层经营体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
决了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 ， 推动了中
国农业的发展。 1982 年，中央第一个关

于农村工作的 “一号文件 ”正式出台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我国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

土地不仅给了小岗村农民温饱，更
给小岗村农民带来了骄傲。

如今的小岗村已沧桑巨变。 村里的
友谊大道两侧民居鳞次栉比，农家乐、特
产店、农村电商等生意红红火火。几十年
来，“按下红手印”这样的改革，在这些敢
想、敢干、敢为天下先的小岗人身上从未
停止过。

小岗的未来充满希望。 作为中国改
革的标志，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 小岗村将继续传
承和弘扬小岗精神， 激发积极主动求进
求变的意识和履责担当的魄力， 坚持改
革创新， 不断汇聚深化乡村改革的共识
与合力， 为新时代的乡村全面振兴贡献
智慧和力量。

一寸山河一寸血 山川秀美谱华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金寨时指出：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新
时期，老区人民为党和国家作出了巨大
贡献。 老区人民对党无限忠诚、 无比热
爱。 老区精神积淀着红色基因。 ”

老区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创建过根据地的
地方， 是新中国的摇篮。 老区人民在革
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淬炼
了光耀千秋的老区精神。

在革命战争年代， 老区人民养育了
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提供了坚持长
期斗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革
命胜利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

安徽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 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创建了皖西苏区、皖南苏
区，抗日战争时期创建了淮南、淮北、皖
江抗日根据地，全省有 68 个革命老区县
(市、区)。 皖西大别山区军民始终坚守共
产主义信念， 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坚贞不渝，顽
强斗争，誓死跟党干革命，创造了“28 年
红旗不倒”的奇迹。

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岁月， 安徽老
区军民始终保持不屈不挠的革命斗志，
为了理想信念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全省
有名可查的烈士就有 8 万多人。“真金不
怕烈火烧， 革命不怕坐监牢。 砍头只当
风吹帽，革命鲜花用血浇。 ”这首流传安
徽革命老区的红色歌谣，生动反映了革
命先烈的伟大斗争精神。革命战争年代，
金寨县共有 10 万儿女参军参战，绝大多
数英勇牺牲 ， 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
40%，可谓“家家有红军，村村有烈士，山
山埋忠魂，岭岭书丰碑”。 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把淮
河修好”的伟大号召，金寨县境内修建了
梅山、 响洪甸两大水库， 库区蓄水淹没

10 万亩良田，10 万老区人民挥泪告别故
土家园。 这三个“10 万”，就是老区人民
牺牲奉献精神的最真实写照。

习近平总书记在革命老区金寨考察
时指出：“一寸山河一寸血， 一抔热土一
抔魂。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金寨人民以
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为中国革命事业建
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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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区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理想信
念 、根本宗旨 、优良作风 ，是中华民族
宝贵的精神财富 ， 是我们立党兴党强
党的丰厚滋养 。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 老区精神中蕴
含的红色基因将给予我们坚定的信
心、无穷的力量。

�� 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里的艺术群雕““胜利之师””。。

�� 宣城市泾县云岭镇新四军军部旧址。。

合肥市中学生在渡江战

役纪念馆聆听革命故事。

�� 小岗村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契约。。 （（资料照片））

�� 佛子岭水库。。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