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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都颂
阴刘强渊市卫计委冤

是谁
在诉说
朱毛率领的红军在大柏地
阻击了一路尾随的敌军
取得了红军野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冶
留下野今朝更好看冶的壮丽诗篇遥

是谁
在诉说
在红旗漫卷的叶坪
召开了一苏大会议
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开启了共产党人安邦治国的伟大实践遥

是谁
在诉说
三日无水洗手帕的沙洲坝
毛主席带领群众开挖水井
体现苏区军民的鱼水情深
践行着野关心群众生活袁注意工作方法冶的
诺言

是谁
在诉说
五年又八个月的中央苏区
新中国的一尧二代领导人
新中国的大部分将帅
都在这块红色热土得到了历练

是谁
在诉说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袁阴云笼罩的云石山
岩背尧梅坑尧田心尧丰垅燃起的火把点亮了
夜空

8万 6千红军将士依依惜别
踏上漫漫长征路

是谁
在诉说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当年 24万红都儿女有 11万人参军参战
支援苏区经济建设认购公债 68万
宁可自己饿着肚子还借出粮食 25万担

是谁
在诉说
光荣的苏区历史
留下了二百余处的旧址袁馆藏红色文物达
一万余件
红色故都尧共和国摇蓝尧长征出发地
这何止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呵

是谁
在诉说
共和国没有忘记呵
叶若干意见曳出台让苏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人民不会忘记呵
每年千万慕名而来的朝圣者让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浴

抒 怀
阴陈瑞渊五中冤

抗日军民真英豪袁
痛打倭寇来侵扰遥
血洒疆域保家国袁
万里河山红旗飘遥
时代复兴党号召袁
举国上下尽赶超遥
一带一路宏图展袁
共商共赢民欢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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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人的灵魂袁是人生精神支
柱的基石袁是人生力量的源泉遥 信仰
是一个人坚持并矢志不渝的意志和
信念遥信仰对人生有着深刻而巨大的
作用袁信仰是人类前行的野灯塔冶遥

信仰是一座野灯塔冶袁照亮人们
前行的道路曰信仰是一面野旗帜冶袁指
引人们走向一个又一个辉煌遥 早在
90多年前袁 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信
仰走在一起并走到了今天遥 人民的
利益高于一切浴 这是信仰袁 也是追
求浴 无数共产党人为了革命和建设
事业不畏艰难险阻尧不惜流血牺牲袁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有着一
座高高矗立的野信仰之灯冶尧手中擎
着一面高高飘扬的野信仰之旗冶遥

信仰不移袁旗帜不倒袁精神永存遥
在那血雨腥风的旧社会袁无数仁人志
士为了拯救水火中的民众和危难的
祖国袁历经千难万险袁抛头颅洒热血袁
缔造了中国共产党袁经过长期革命战
争袁创建了新中国袁从最初的 58名党
员袁发展到今天的 8900多万党员袁靠
的就是对共产主义坚定不移的信仰袁
对真理矢志不渝的追求袁绘就了共产
党人的精神底色遥从嘉兴南湖一叶开
启未来的红船袁到井冈山上播撒的燎
原星火曰从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袁到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的野大转
折冶曰从西柏坡野进京赶考冶的铿锵誓
言袁到改革开放野不干袁半点马克思主

义也没有冶的求真务实袁正因为胸中
有对人民的责任尧心底有对理想的激
情袁我们才能在追求信仰的过程中克
服困难尧跨越障碍袁推动时代的前行遥
索尔兹伯里在叶长征要要要前所未闻的
故事曳一书中深情感慨院野人类的精神
一旦唤起袁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遥 为
理想活着的人袁就是这种精神被高度
唤起的人遥 冶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坚
定人生信仰的礼赞袁更是对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品质的生动诠释遥
中国奇迹的精神动力袁 就在于

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曰 中国发展的
密码袁 就蕴藏在这个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红色基因中遥 中国共产党第一
个女党员缪伯英临终时说袁野既以身
许党袁应为党的事业牺牲遥 冶90多年
来袁无数共产党人视死如归袁前仆后
继袁以生命践行着自己的誓言袁他们
让人们相信袁野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
牺牲一切冶 不只是入党时宣读的誓
词袁更是内化于心尧外化于行的信仰
与力量遥 一以贯之的信仰袁一脉相承
的信念袁一柱擎天的担当袁一往无前
的勇气袁 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袁 让一代代共产党人把自己当成
如椽大笔袁在鲜红党旗上写下忠贞袁
在祖国大地上写下情怀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野理想信念

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耶钙爷袁没有理
想信念袁理想信念不坚定袁精神上就

会耶缺钙爷袁就会得耶软骨病爷遥冶走在新
时代的长征路上袁 没了围追堵截尧战
火烽烟袁少了枪林弹雨尧生死考验袁理
想和信念会不会失去成色袁信仰的价
值会不会被多元社会消解钥这是来自
时代的叩问袁也是源于现实尧发人深
省的警示院 共产党人一旦丧失理想袁
就容易在野为了谁尧依靠谁尧我是谁冶
的问题上犯迷糊曰 一旦迷失信仰袁也
就难以把握好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
观这个野总开关冶遥 面对繁重的任务袁
能否挺起脊梁尧敢于担当钥 面对利益
的诱惑袁能否站稳脚跟尧不改初心钥我
们仍然需要面对信仰的试炼遥唯有传
承不息的红色基因袁 才能执着追求尧
坚定前行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野中国梦冶贡献力量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人民有信
仰袁民族有希望袁国家有力量遥 冶信
仰袁是人们所必须的遥什么也不信的
人不会有幸福遥没有信仰袁就没有真
正的美德遥 在实现野两个一百年冶伟
大目标的征程中袁红色永不褪色袁苏
区精神永放光芒袁 走在洒满烈士鲜
血的瑞金这块红土地上袁 让我们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袁坚定人生信仰袁传承红色
基因袁 铭记光辉历史袁 发扬革命传
统袁争取更多光荣袁为把瑞金打造成
野信仰之都尧文化之都冶提供最强大
的精神支柱和信仰力量遥

盛夏袁 我和同事行走在瑞金市
叶坪乡朱坊村洋岗下袁 去参观中央
红色医院旧址袁 重温那段悲壮的历
史遥

沿着平坦的村路往里走袁 在古
樟的掩映下袁 一排古朴的宗祠出现
在眼前袁它陈旧却不乏庄严袁古色的
门楣上袁 书写着六个金色的大字院
野中央红色医院冶遥这袁就是当年苏区
最大的医院袁 也是后来的苏维埃国
家医院的旧址遥

时光荏苒袁硝烟散尽袁踏上这片
土地袁 我们还是感受到了当年苏区
医务工作者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弥坚
的信仰遥 看袁栩栩如生的雕像尧珍贵
的图片尧简陋的医疗设备袁无不向我
们展示了当年革命之艰难和医疗工
作人员的睿智遥很难想象袁1933年初
春袁就在这偏僻的小村落袁就在这一
排简陋的宗祠里袁 成立了中央苏区
规模最大尧设备最完备袁医疗水平最
高的综合性医疗服务中心遥

斑驳的古墙上袁 挂着一张张照
片袁 他们是为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
做出过卓越功勋的革命者院 有傅连

暲尧周月林尧杨振德尧贺诚尧李治噎噎
在一张照片下袁我驻足凝望院和蔼的
面容尧平静的眼神袁一种亲切感油然
而生遥他就是傅连暲袁一位救死扶伤
的医生袁更是意志坚定的革命战士遥
早年袁他在福建长汀开办福音医院袁
曾为南昌起义的将士治病疗伤遥 红
四军入城后袁毛主席尧朱德司令等红
军领导人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遥
后来袁他将自己全部家当尧医疗设备
一并迁至瑞金袁 救治了更多的革命
战士遥傅连暲袁用自己高尚的医德和
不屈的革命信念袁赢得了野苏区第一
模范冶的盛誉遥

我们更不会忘记袁 当年的朱坊
人民袁为了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遥他
们积极报名参加红军袁 保卫红色政
权袁 同时积极做好后方医疗保障工
作袁主动腾出祠堂尧私宅袁支持办医

院袁协助护理红军伤病员遥 那时候袁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
围剿下袁很多药品无法购置袁很多伤
员得不到及时的医治袁生命垂危遥朱
坊的百姓闻讯后袁他们不惧危险袁上
山采药袁或去敌占区买药遥第五次反
野围剿冶 失败后袁中央红军被迫战略
大转移袁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袁因为
有些红军战士伤情很重袁 无法参加
长征袁他们被留在了苏区遥为避免红
军伤员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袁 朱坊
的百姓纷纷前来认领伤员袁 把他们
接回家里救治袁并保护起来遥在国民
党野反倒清算冶期间袁不少百姓为了
保护伤员袁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遥
朱坊人民袁用自己的生命袁谱写一首
血浓于水的悲壮的歌遥

时过境迁袁 如今的朱坊村已焕
然一新袁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袁村庄环
境全面改善袁 绿色健康产业蓬勃兴
起袁红色村庄披上了绿色的衣裳袁被
誉为野中国健康第一村冶遥 唯一不变
的袁是朱坊人们那种质朴尧乐观的情
怀曰历久弥新的袁是那 野艰苦奋斗尧
无私奉献冶的苏区精神浴

信仰，人类前行的“灯塔”
阴朱金发渊市进修学校冤

亲近朱坊
阴钟燕林渊市委党史办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