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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你呀，不错嘞。”75岁的村民彭水生向着习
近平总书记质朴地竖起大拇指。

这是人民对一个政党发自肺腑的评价，这是一个政党在
人民心中沉甸甸的分量。

——— 走中国道路，必须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永远充满生机活力。

巡视员制度，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手
段和方式。鲜为人知的是，早在井冈山时期，这一制度就发挥
重要作用。

“特委县委都需要四个以上的巡视员，经常指导下级工
作，帮助各级党部改造。”这是毛泽东在 1928 年 10 月湘赣边
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的意见。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国民党白色恐
怖的层层包围之中成立——— 统辖 12 块苏维埃区域，总面积约
40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3000 万人。

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革命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无疑
是 18 年后建立新中国的伟大预演，创造并积累了不少治国安
邦的经验：

第一部由人民政权颁布的宪法；
第一部倡导男女平等的婚姻法；
第一个国家银行；
……
烽火连天的年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像一群最

早觉醒的播种者，将未来中国的种子栽种，呵护它脱壳吐芳。
“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任务，也有不同挑战，这需要勇

于变革、接力奋斗。”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党建研究中心副主
任杨少华说。

今日的中国，昂首阔步迈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诸多具
有开创性的事业正在开展，依然面临许多繁重而艰巨的改革
发展任务。

中流击水须奋进，崛起路上敢攻坚。
英雄城南昌，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走在全国省会城市前

列，其不仅先行先试，降低落户门槛，更从根本上为新落户市
民配套好各项基本公共服务。

为撬动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江西已出台高规格河长制、
覆盖全境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生态审计等新政，推动建设美
丽中国的“江西样板”。

……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今天的井冈山更为繁荣，

已成为革命圣地和旅游胜地，也正在把革命“红”与生态“绿”，
转化为当地百姓的幸福生活。

为有牺牲多壮志

90 年来，无数共产党人为信仰而来，为信念而

战，谱写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英雄史诗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
灵魂。” ——— 习近平

八角楼前，一棵枫树与一块青石相簇而立。这棵树在石头
下萌芽扎根，突破重压，竟把石头撑开了。

90 年前，毛泽东常在“枫石”上看书读报，思考革命前程：
我们闹革命，现在力量虽然弱小，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
撑破蒋介石反动政府这块大石头。

今天，这棵枫树依然高大挺拔，一如共产党人坚定的信
仰。

信仰是一种百折不挠的力量，无数共产党人为救国救民、
民族复兴而艰苦奋斗、孜孜以求。

卢德铭，秋收起义总指挥，牺牲时 22岁；
张子清，红四军第 11师师长，牺牲时 28岁；
王尔琢，红四军参谋长，牺牲时 25岁；
吴月娥，少先队队长，牺牲时 18岁；
……
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瞻仰大厅陈列室内，镌刻着一排

排烈士的姓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青春。
当年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在此洒下热血，仅仅

两年零四个月的井冈山斗争中共牺牲近 4 . 8 万英烈，平均每
天近 60 人献出生命，而有名有姓被镌刻在纪念碑上的只有
15744 人。

在这片土地上，处处生长着忠诚与信仰。
井冈山小井，有一幢两层黑灰色的楼房，仿建当年的模

样。这就是红军最早的正规医院——— 小井红军医院，也是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前身。

1929 年，井冈山失守。敌人对这里来不及转移的 130 余
名红军重伤病员严刑拷打，威逼他们说出红军主力去向。

伤病员们忠贞不屈，全部英勇就义……
“国破山河碎，我何惜此头”。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

无数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坚定信念，用牺牲擎起了民族的脊梁。
曾任红军大学校长的何长工回忆，当时在打仗之前，战士

之间只有两句话：一句是告诉我的老母亲，你儿子在什么时
间、什么地方牺牲了；另一句话是胜利之后，在烈士纪念册上
给我登记一个名字。

九畹芝兰，不以无人而不芳。
井冈山雕塑园，青松翠柏间一尊女红军雕像，背手而立，

宛若风中高洁的兰花。
她是伍若兰，是朱德在井冈山时期的革命伴侣。
1929 年 2 月初，怀有身孕的伍若兰被捕，敌人如获至宝。

面对威逼利诱，她说：“共产党人从来不怕死，为人民解放而死
最光荣。若要我低头，除非日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

数日后，年仅 26岁的伍若兰壮烈牺牲，这也成为朱德一
生的伤痛。

朱德钟爱兰花。1962 年他重上井冈山时，写下诗句《咏
兰》称颂兰花的美丽坚贞。离开时，他特意带上井冈兰……

“多数人因为看见而相信，只有少数人因为相信而看见。”
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说，信仰的力量，就是共产党人从胜利不
断走向胜利的秘诀。

在井冈山时期，经受血与火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
一大批开国元勋，“十大元帅”中就有 5 位在此战斗过。

任岁月流转，信仰如日月之恒。
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长江抗洪精神……信

仰的力量在这块红色热土上一脉相承。
2017 年 6 月，连续强降雨侵袭江西九江修水县——— 这里

是秋收起义主要军事力量的集结地和出发地。
6 月 24 日凌晨，修水县杭口镇党委书记匡美建、副镇长

邓旭和党员大学生村官程扶摇前往受洪灾围困的贫困村疏散
群众，被暴涨的洪流卷走，不幸牺牲、失联，用年轻的生命践行
了“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入党誓言。

“日夜为公，职务莫问高低。保周边之平安，功高劳
苦……”那些日子里，人们在微信朋友圈里不断转发这三名干
部的事迹，深情留言。

有奋斗，就有牺牲。即便是当今和平时期，依然不乏可歌
可泣的英雄事迹。2013 年至 2016 年间，全国 120 多名共产党
员牺牲在反贫困斗争的决战场上，用生命与付出铺就百姓致
富路。

……
信仰，让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无私奉献，传承精神之火。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展厅内，陈列着起义总指挥贺龙

使用过的茶具、笔洗等心爱精致之物，这是他抛弃荣华富贵、
铁心跟党走的见证。

1927 年，贺龙主动选择跟定中国共产党，率领包括三千
湘西子弟兵在内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开赴南昌参加起
义……

起义后按照作战部署，部队须转战南下。临行前，贺龙将
随身较为奢侈的生活用品都赠予他人。

展柜内陈列着他的一份党员登记表复印件。在“动产、不
动产、现金各多少”一栏，填写着：什么都没有了。

“他把一切都交给了党。”贺龙的女儿贺晓明这样说。
因为信仰，本可养尊处优偏向荆棘而行，本可锦衣玉食毅

然向死而生。
在井冈山小井，有一块没有经过任何雕琢的墓碑，上面镌

刻：魂归井冈——— 红军老战士曾志。
墓地虽小，容纳的却是一个高尚的灵魂；碑文虽短，写就

的却是生生不息的信仰。
为了革命事业，曾志先后将三个儿子送给他人，历经骨肉

分离之痛。失散二十多年重聚后，已是“高官”的母亲却不徇私
情，让儿子继续务农；亲孙子想办个“农转非”，彼时正担任中
组部副部长的她却婉拒；去世后，她留下遗言“我的骨灰一部
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

“您所奉献的远远超过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
个母亲！”女儿陶斯亮这样评价。

信仰如火焰，能检验作风的成色，淬炼正气与风骨。
1932 年，瑞金。一声枪响，振聋发聩。
担任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因贪污打土

豪所得财物及杀害军医，被判处死刑并没收个人一切财产，这
是中国共产党打响的反腐第一枪，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
腐肃贪的决心。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不坚定，
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值得警惕的是，在社会转型当下，一些党员干部精神懈
怠，与群众感情日渐疏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
靡之风滋生。

“交通便捷了和群众联系却少了，文化程度高了和群众的

心却远了。”江西萍乡市上栗县东源乡副乡长贺太星在一段时
期里发现，有的干部进村驻点，下来几天后连老表家门都进不
了，老百姓并不欢迎。

只有干部沉下去，民心才能聚起来。
东源乡 172 名乡村干部，由此组成“夜话”小分队，在全乡

开展聊家常、话政策、说稳定、谈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东源夜
话”活动，加深了干群关系。

信仰是本，行动是形，本正则形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 400 多万党组织，8900 多万党员意志统
一，力量凝聚，信念更坚。

更加众志成城

90 年来，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为人民服务”再

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彰显共产党人执政为

民的初心情怀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
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 习近平

“总书记非常平易近人，对我们老区特别关心。他一进门就
认出了我，说‘老阿姨，你也来了’。叫我‘老阿姨’，很亲切，就像是
自己家里人一样。”90 多岁的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回忆说。

2016 年，前来井冈山考察工作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八角楼
慎德书屋内，和龚全珍等 6 位革命烈士后代和先进人物代表
围炉交谈。

谈话中，总书记饱含深情地提出：“行程万里，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就是要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有一个故事你听我讲，毛主席为我开天窗，开出的天窗

明又亮，日日感谢共产党！”在瑞金，一首“毛主席为我开天窗”
的歌谣传唱至今。

1931 年，毛泽东住进了瑞金叶坪村谢大娘腾出的房间。
因嫌房间内光线暗，谢大娘冬天常顶着寒风在门口做针

线活儿，毛泽东就将这件事默记在心。
他特意安排警卫员到市场买了几块玻璃瓦带给谢大娘。

房间开了玻璃窗，阳光投射进来，也照亮了谢大娘的心。
一扇天窗可见为民情怀，一曲歌谣唱出民心所向。
从井冈山时期“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的“三大纪律六项注

意”，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再到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生
动诠释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政治情
怀。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
“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保党始终同

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在 7 月 26 日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深刻揭示了党同人民的关系。

党心连民心，齐力能断金。
“踏进门槛，走进心坎；舍弃面子，做实里子。”这是挂职干

部、江西会昌县大西坝村“第一书记”冯宗伟的扶贫感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有关部委从北京先后派了 79 名优

秀干部到赣南 18个县(市、区)挂职。
冯宗伟没有选择留在县城当领导，而是一头扎到村里挂

职。为了因病致贫的村民，他四处奔波寻策；为解决项目推进
中的困难，他耗费精力，累倒住院……

“一次相见，一生相恋；梦里千百度，尽在大西坝。”挂职行
将结束，冯宗伟与乡亲们难分难舍。

群众冷暖，就是党的牵挂。
百姓呼声，就是国家的关切。
初秋时节，暖暖的阳光穿过井冈山的莽莽竹林，洒在柏露

乡楠木坪村民王庚茂家门前。
烈士证尺许见方，印着鲜红的国旗和国徽。
站在改造一新的楼房前，昔日贫困户王庚茂说：他的叔叔

王林才 1927 年参加红军，牺牲时年仅 29岁，没有留下后代，家
族把他过继作为子嗣。

“当年父辈们闹革命，就是为了能有今天我们的好日子。”
王庚茂说。

2017 年 2 月，井冈山市在全国率先宣布脱贫摘帽，像王庚
茂一样的全市 4000 多个贫困户，如今已步入新的生活。

不忘初心，就是要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的力量———
在今年夏天江西修水遭受严重洪灾时，省内万年绿洲救援

队、南昌蓝天救援队等近 20支社会力量陆续抵达；广东、福建
等地民间救援力量也千里驰援。

不只在江西，在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等省份，面对滔滔洪
水和频频来袭的台风，数十万军民在党旗的引领下，团结奋战
在抗灾一线……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回望历史，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如此紧密

地与人民团结在一起；也正是紧紧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闯过
一个又一个难关，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1928 年 8 月下旬，敌军乘红军主力远在湘南之际，进犯井

冈山。茅坪等地的农民赤卫队、暴动队手持梭镖大刀赶来参战；
妇女们组织支前队运弹药、送茶饭；老人儿童日夜赶削竹钉，埋
在山路上阻挡敌人。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军民众志成城，取得
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长征前夕，赣南人民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军
费，包括稻谷 84 万担，被毯 2 万多条，棉花 8 . 6 万余斤，草
鞋 20 万双，米袋 10 万条，制造枪弹的铜 8 万多斤，价值 10
万元的药品和 150 多万元的军费。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上山’，其实就是找人
民这个靠山！”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研陈列室主任饶道良说。

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面对洪水地震等大
灾大难，还是面对风云突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人民群众始终
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强有力的靠山。

不忘初心，就是要回应人民期待，满足人民的新需求———
烧毁地主田契，按人口平分…… 90 年前，井冈山根据地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打土豪分田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
命，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让穷苦百姓有了梦寐以求的
土地。

“这就是井冈山人民倾其所有支援红军的根本原因。”
梅黎明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今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

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
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
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
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秋收起义策源地和主要爆发地之一的江西萍乡，素有
“江南煤都”之称，因煤而兴也因煤而衰，是国家首批资源
枯竭型城市。当地百姓期待，昔日“灰姑娘”能早日实现绿色转
身。

就在萍乡努力转型时，一道“难题”出现了：这里勘测出一
个特大煤矿，预期可提交煤资源量 7000 万吨以上。

采，还是不采？
采，就有不菲的财政来源，但可能会破坏来之不易的绿色

生态环境。
“‘煤都’要有不采煤的勇气，我们不能在绿色发展的

路上半途而废。”萍乡市委书记李小豹说，等今后技术更先
进了，再综合利用。

如今的赣鄱大地，催生奇迹的红色精神仍在接力传递，
新技术新业态新机会不断涌现。

2016 年 1 月 8 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南昌大学副校长江风益上台
接受了 2015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颁奖。

这一获奖的“硅衬底高光效 GaN 基蓝色发光二极管”项目，
历经十余年数千次的实验，终将一丝微光汇聚成夺目的曙光，
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继日美之后第三个掌握蓝光 LED自主知识
产权技术的国家、唯一实现硅衬底 LED芯片量产的国家。

在这一技术产业化攻坚之时，一批海归人员毅然回国加
入江风益团队。他们说：“国内有良好的发展奋斗平台，我们
要实现中国自己的 LED 产业梦！”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今天的中国，人人享有梦想成真、人生出彩的机会，也拥有

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难得机遇。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
伟大梦想。

今天的中国，一如生于这块红土地的革命烈士方志敏写下
的《可爱的中国》：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
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
代替了贫穷……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今天，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如立于峰巅的擎旗手，引领着亿

万人民向着伟大梦想开始新的进发。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记者刘健、张旭东、李兴文、熊争艳、赖星、郭强)
新华社南昌 9 月 7 日电

迈向伟大复兴新征程

▲这是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老人（2016 年 2 月 2 日摄）。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行人经过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2017 年 7 月

28 日摄)。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美韩完成“萨德”系统在韩国的“临时”部署

中方就“萨德”部署向韩国提出严正交涉
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记者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 7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就美韩“临时”部署“萨
德”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

7 日晨，美国和韩国军方将“萨德”反导系统剩余 4 台
导弹发射车及相关物资运入韩国庆尚北道星州美军“萨德”
基地。按照韩国国防部的说法，美韩至此已完成“萨德”系统
在韩的“临时”部署。

“我愿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
系统的立场是明确、一贯和坚定的。”耿爽说。

他表示，中方愿再次敦促美韩重视中国等地区国家的
安全利益和关切，立即停止有关部署进程，撤除相关设备。

据新华社韩国星州 9 月 7 日电(记者耿学鹏、姚琪琳)在
经过与反“萨德”民众整夜激烈冲突后，7 日晨，美国和韩国
军方将“萨德”反导系统剩余 4 台导弹发射车及相关物资运
入韩国庆尚北道星州美军“萨德”基地。

按照韩国国防部的说法，美韩至此已完成“萨德”系统
在韩的“临时”部署。是否最终部署“萨德”系统，将依据对全
部部署用地的普通环评结果作出决定。

韩美已于今年 4 月 26 日将“萨德”系统的雷达及 2 台
导弹发射车等部分装备部署至星州基地。

韩美推进部署“萨德”系统引起星州当地民众、韩国和
平人士以及邻国强烈反对。

激
愤
的
星
州
彻
夜
无
眠

▲ 9 月 7 日，在韩国庆尚北道星州郡，“萨德”相关装备被运往部署地。从 6 日深夜起，数百名当地民
众及和平人士聚集在“萨德”部署地附近的星州郡韶成里，彻夜阻拦“萨德”装备进入。新华社记者姚琪琳摄

在民众的怒骂和哭泣声中，当地时间 7 日上
午 8 时左右，运送“萨德”系统移动发射架等装备
的车队从韩国庆尚北道星州郡韶成里旁的道路经
过，驶向美军星州“萨德”基地。路旁一处楼顶上，
两名大妈掩面痛哭，悲愤却又无奈。

而在此之前的十几个小时里，为阻止“萨
德”装备进入星州基地，星州当地居民以及各地
和平人士与警方进行了彻夜斗争，肢体冲突不
断……当晚，韩国警方动员了约 8000 人至现
场，为驻韩美军车队“清路”。

韶成里，星州郡的一个村庄，位于通往星州
基地的必经之路。6 日晚，数百名居民及和平人
士聚集在此，准备再一次以自己的身躯阻拦“萨
德”。这其中，有满面皱纹的老人，有外表柔弱的
女子，还有稚气未脱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坐在道
路中央，有的站在封堵道路的卡车上，还有人把
自己的脖子与停在路上的卡车绑连在一起。

午夜时分，警方开始驱散抗议人群，并与民
众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有的民众哭着被警察
抬离现场，有的在与警察推搡中头部受伤，被抬
上救护车……

通宵坚守的民众悲愤交加，高喊“誓死反对
‘萨德’”等口号，呐喊声、尖叫声此起彼伏，回荡
在韶成里上空……

次日 8 时左右，10 多辆运送“萨德”装备的运
输车通过韶成里，驶向美军星州基地。道路两旁
的民众愤怒地向运输车投掷矿泉水瓶、石块和
烟幕弹。

美军车辆驶过后，记者试图向一位伤心痛
哭的大妈询问感受，大妈深叹一口气，摆了摆
手，颤抖着走开…… （记者耿学鹏、姚琪琳）

据新华社韩国星州 9 月 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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