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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着希望的初夏时节袁 习近平总
书记再次踏上赣南这片红土地遥 他深情
缅怀了当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苏区浴
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袁 充分肯定了赣南人
民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袁
特别强调要饮水思源袁 不能忘记党的初
心和使命袁 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
旨袁不能忘记革命先辈尧革命先烈袁不能
忘记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遥 习近平总书
记在要求要开展好 野不忘初心袁 牢记使
命冶主题教育时袁饱含深情地说到院要从
瑞金开始追根溯源袁 深刻认识红色政权
来之不易尧新中国来之不易尧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来之不易袁教育党员尧干部特别是
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尧 执政为民
的理念袁增进群众感情袁践行群众路线袁
锤炼忠诚干净担当政治品格袁 当好人民
勤务员袁 为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
努力奋斗遥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袁要
从瑞金开始追根溯源遥 可以说袁 这是对
红都瑞金作为党的初心重要发源地的高
度肯定袁 是对红都瑞金历史地位的新标
定遥

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起点在瑞
金遥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袁 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创建了以瑞金
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袁 建立了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袁 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治国安民的
历史序幕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野是中国工
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政权冶遥 在野一
苏大冶上通过的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大纲曳 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苏维
埃政权的目的袁即院以彻底改善工人阶级
的生活状况为目的曰 以消灭封建制度及
彻底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曰 以保障工农
利益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袁更使劳苦群
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袁 走向社会主义
制度去为目的袁等等遥 这充分说明袁苏维
埃政权的建立就是为了改善群众生活袁
保障群众利益遥 为此袁 苏维埃政府先后
制定了 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曳叶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曳叶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选举法曳叶教育行政纲要曳 等 130
多部法律法规袁 以法律的形式保障苏区
军民的受教育权力尧自由婚姻权力尧选举

权等权益遥
1934年 1月袁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

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袁 郑重
提出要野关心群众生活袁注意工作方法遥冶
他指出院野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袁 只有
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袁 只有依靠群众
才能进行战争遥 冶野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
利益袁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袁盐
的问题袁房子的问题袁衣的问题袁生小孩
的问题袁 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遥 我们是
这样做了么袁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袁
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袁 把革命当作他
们无上光荣的旗帜遥 冶 在这里,实际上阐
述了执政为民的思想, 并且这是党的文
献关于这个问题最早的明确表述之一遥
中央苏区时期袁 中国共产党不仅从理论
上认识到野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冶的
重要性袁 而且从行动上关心群众生产和
生活袁 受到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
戴遥

苏区干部始终牢记党的这个执政宗
旨,带领工农打土豪尧分田地尧大大地改
善了苏区群众的生活袁 毛泽东在苏区时
期所作的农村社会调查中生动详细地记
载了这方面的情况院 兴国第十区永丰区
在革命前真正剥削阶级渊地主富农冤人数
不过 6%袁他们的土地却占 80%袁其中富
农占去 30%袁公堂土地又有许多在富农
掌握中袁而贫农拥有的土地仅为 5%遥 土
地革命后袁贫农分得土地袁如洋坊村袁每
人分五石六斗袁 茶干村每人分八石噎噎
每年只耕一道袁照上述分田数量袁老幼扯
匀袁就勉强够食了遥毛泽东在 1933年 11
月的长冈乡调查中发现袁 苏维埃政策实
施后袁 长冈乡群众的生活已经得到很大
的改善院1933年春袁全乡有 1200人缺一
个月的口粮计 480担袁 苏维埃政府从东
固尧沙村尧富田等很远的地方办米袁解决
了贫农的饥荒问题曰 以前贫农过年过节
也吃不到多少肉袁 现在每次逢圩大家都
要买点肉吃了袁 每人每年的衣物也可以
多置办些袁就连雇农的生活也改良很多遥
长冈乡还成立了 70人的模范耕田队袁每
年八月割禾时袁 帮助红军家属和群众耕
田曰每村成立了一个劳动互助社袁全乡有

450人加入互助社袁 在农忙时帮助红军
家属尧孤寡老人耕田等农活曰组织犁牛合
作社袁共同集股买牛袁解决了全乡 109家
无牛耕田的难题袁发展了农业生产遥

这些都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袁都是为民谋利的实事尧大事遥 所以毛
泽东认为院野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
者袁 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
了群众的问题袁 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
生活袁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袁才
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袁帮助战争袁为
粉碎敌人的耶围剿爷而斗争遥 冶 苏区群众
发自内心地由衷地感叹说院野共产党真正
好袁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遥 冶党和苏
维埃干部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袁 激发
了群众的革命热情袁如长冈乡就有 80%
的青年男子当红军袁才溪乡有 88%的青
年当了红军遥 1933年 8月 25日袁第 105
期叶红色中华曳详尽报道了野瑞金七月份
扩大红军成绩冶袁 全县共扩大红军 1953
人袁 超过了原定扩红任务遥 瑞金人民革
命热情空前高涨袁 涌现了父送子尧 子送
父尧 妻送郎参军的感人场景遥 据不完全
统计袁苏区时期人口仅有 24万的瑞金有
11.3万人参战支前袁 为革命捐躯的烈士
达到 4.9 万余人袁 有名有姓的烈士达
17166 人袁 其中牺牲在长征途中的有
1.08万人遥瑞金人民把野最好最积极最勇
敢冶的儿女都送到了红军队伍中遥瑞金人
民购买公债 77.3万元袁 捐献粮食 25万
担遥 1934年 3月 5日袁瑞金县苏举行粮
食突击运动总结袁宣布全县推销公债 30
万元袁收入公债谷子 68000余担袁超额完
成公债推销与折谷入库任务袁成为野粮食
突击运动中的光荣模范冶遥广大苏区群众
积极拥军支前袁 筑牢了坚不可摧的铜墙
铁壁遥

回望历史袁饮水思源遥 我们要以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赣南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为指引袁挖掘红色资源袁弘扬苏区精
神袁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袁牢记
使命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奋斗浴

渊作者系瑞金党史办主任冤

以初心和使命
书写历史新篇章

阴仲田
一切向前走袁 都不能忘记走

过的路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 5月 31
日召开的野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袁 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袁 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袁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袁 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
前赴后继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遥
从今年 6月开始袁 在全党自上而
下分两批开展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
命冶主题教育袁就是要不忘过去尧
立足现在尧面向未来袁锤炼党员干
部的政治品格袁 为民族复兴锻造
坚强的领航之力遥

开展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袁立足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袁只有植根于党史国史袁才能找
到初心所在尧使命所系遥 人民共和
国在风雨中走来袁 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再到强起来袁 得益于党的领
导袁更得益于一批批不忘初心尧牢
记使命的党员干部勠力同心遥 焦
裕禄尧孔繁森尧沈浩尧李保国尧廖俊
波噎噎这些党员干部的名字早已
印刻在党和国家发展的进程中袁
也印刻在老百姓的心中遥 只有心
里装着人民尧只有凡事求真务实尧
只有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袁 才能真
正把个人与国家融为一体遥 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所指
出的袁野以百姓心为心袁 与人民同
呼吸尧共命运尧心连心袁是党的初
心袁也是党的恒心遥 冶

不忘初心袁 方得始终遥 开展
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袁
就是要坚持思想建党尧理论强党袁
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袁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袁 要引导全
党同志勇担职责使命遥 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袁 就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遥
野母亲送儿打日寇冶的故事袁让为
国忘家尧为公忘私尧无私奉献的精
神熠熠生辉曰野半床棉被冶的故事袁
让群众懂得共产党就是为实现美
好生活而矢志奋斗的曰野真理的味
道非常甜冶昭示着袁共产党从成立
起就要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
实践推向前进遥 时代潮流滚滚向
前袁 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从未
改变袁也不能改变遥 以主题教育为
契机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锤炼
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袁 就能
在实现伟大梦想的道路上矢志奋
斗遥

野只有回看走过的路尧比较别
人的路尧远眺前行的路袁弄清楚我
们从哪儿来尧往哪儿去袁很多问题
才能看得深尧把得准遥 冶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袁以逢山开路尧遇水架桥
的开拓精神前行袁 中国共产党人
一定能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
命袁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袁在
广袤大地上继续书写历史新篇
章遥

红都瑞金历史地位的新标定
要要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赣南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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