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瑞金袁红色故都尧共和国摇篮尧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袁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袁初心之源遥 瑞金袁一个光荣尧神圣的
名字袁每当提起这个名字袁让人内心总
是很温暖尧很自豪遥

听党话袁跟党走袁要到瑞金走一走遥
饮水思源袁多为瑞金做贡献遥 值此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重大历史时期袁
瑞金积蓄了怎样的发展动能袁孕育着怎
样的巨大机遇钥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
建纪念日要11 月 7 日即将到来之际袁本
专题将从五个维度讲述 70 万瑞金人民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 野勇争先尧
做示范冶的生动故事袁让各界读者进一
步了解瑞金尧热爱瑞金尧赋能瑞金袁助力
瑞金已开启的高质量发展新征程遥

今天是第一篇院瑞金的含野金冶量遥

初心如炬 信念如金

瑞金的每一寸土地袁见证过中国革
命的激情与理想袁浸染过革命先烈的热
血袁演绎过时代的沧桑遥 哪怕是一座木
桥尧几棵松柏袁也隐藏着许多动人的革
命故事袁照出令人敬仰的革命情怀遥

瑞金袁位于江西省东南边陲袁武夷
山脉西麓袁因野掘地得金尧金为瑞冶而得
名袁至今有 1000 多年历史遥

瑞金袁著名的红色故都尧共和国摇
篮尧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出发地遥

深秋时节袁我们走进坐落在叶坪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袁
芳草如茵遥 土黄色的房屋外墙上袁斑驳
的标语虽已褪色袁沉淀的却是昔日峥嵘
的流金岁月遥 顺着叶坪景点野红四代冶讲
解员黄露芬饱含深情的解说思路袁近 90
年前的那一幕仿佛又浮现在眼前院

1931 年 11 月 7 日袁 位于瑞金城东
北 6 公里的叶坪村张灯结彩袁鼓乐喧天遥
这座古樟掩映的村庄袁也因为这一天载
入了共和国的史册遥

为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成立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当
天袁在叶坪村举行了隆重的红军阅兵仪
式遥 为了阅兵袁广场上布置搭建了一个
庄严肃穆的检阅台袁检阅台正中横梁上
挂着写有野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红军检阅台冶的巨幅红布遥 后幕上悬挂
着马克思尧列宁的画像袁两边的中国工
农红军军旗在徐徐清风中飘拂遥 检阅台
正前方悬挂着两盏雪白的汽灯袁把广场
映得如同白昼遥

一记惊雷袁开天辟地遥 从此袁苏区人
民开始了当家作主的新生活袁中国共产党
人开始了执政为民的伟大探索和实践遥

今日瑞金袁历史底蕴与时代气息交
融辉映遥 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
干部一批批前往参观学习袁回望共产党
人出发时的野初心冶遥

苏维埃政府真正为人民谋利益袁而
且讲方法遥 翻阅史料袁我们发现第二次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袁就郑重
提出要 野关心群众生活袁 注意工作方

法冶遥 凡群众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袁大
至分田造屋尧架桥铺路尧小孩读书袁小至
油盐柴米尧生老病死袁苏维埃政府无不想
方设法解决遥 苏区的群众发自内心地称
赞院野共产党真正好袁什么事都替我们想
到了遥 冶

苏维埃政权得到了群众真心拥护遥
沙洲坝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农民杨荣
显袁先后将 8 个儿子送上革命前线袁8 个
儿子全部英勇牺牲在反围剿战场上遥 长
征前夕袁叶坪华屋的 17 名青壮年男子相
邀到蛤蟆岭每人栽下一棵松树袁约定革
命成功后再一起回来看看噎噎80 多年
过去了袁 当年的松苗早已高耸入云袁而
17 位红军壮士却再也没有归来遥 寸寸红
土地袁遍洒英烈血遥 据史料统计袁苏区时
期仅有 24 万人口的瑞金有 11.3 万人参
战支前袁为革命捐躯的烈士有 5 万余人袁
有名有姓的烈士 17166 人袁 其中牺牲在
长征途中的有 1.08 万人遥

饮水思源袁中国共产党人在 90 年前
为寻求救亡图存之路袁来到穷山僻壤的
瑞金袁以强大的信念战胜艰苦的自然环
境袁在中华民族最艰难的时刻成为民族
的脊梁遥 彼时袁瑞金的生活是清苦的袁但
人们脸上都洋溢着富足的微笑袁伟大的
精神力量支撑着革命者的灵魂遥

回望历史袁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
神犹如野火种冶生生不息袁已成为激励瑞
金人民战胜困难尧勇往直前的强大动力
和宝贵财富袁引领瑞金砥砺奋进遥 而对
中国人来说袁瑞金无疑是一段值得永久
珍藏的中国记忆尧一个超越时空历久弥
新的精神图腾遥

春风化雨 点石为金

在根据地时期袁瑞金的高等教育尧军
事工业尧农业生产均进入以军事备战为
目标的繁荣时期袁共产党人尧爱国青年尧
民主人士尧革命战士在瑞金汇聚袁在物
质条件极度贫乏的年代袁瑞金成为中国
共产党人救亡图存的试验田袁战争年代
需要的人才尧武器尧物资源源不断从这里
输出袁由此袁瑞金也成为赣南地区政治尧
经济尧贸易和文化的战略高地遥

野赣南苏区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
体袁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

牺牲遥 由于种种原因袁赣南苏区目前经
济发展依然滞后袁人民生活仍然比较困
难遥 如何进一步帮助和支持赣南苏区发
展袁使这里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袁使
苏区人民过上富裕尧幸福的生活袁应当高
度重视和深入研究遥 冶党中央对赣南苏
区振兴发展一直十分关心袁始终心系苏
区人民遥

2012 年 6 月袁叶国务院关于支持赣
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曳
出台实施遥 叶若干意见曳对红都瑞金有着
特殊的眷顾袁 其中 14 处单独提到瑞金遥
如春风化雨袁党中央对赣南革命老区的
关心关爱袁温暖尧泽润了这块红土地袁红
都瑞金迎来振兴发展的春天遥

让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袁是
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遥

叶若干意见曳出台实施的 8 年袁是红都
瑞金经济社会发展最快尧城乡面貌变化最
大尧老百姓受益最多的时期遥 从革命之红
到发展之红袁 瑞金牢牢抓住历史机遇袁不
断增强内生动力袁推动老区焕发新颜遥 瑞
金开启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长征要要要

新的动力袁在这块红土地上集聚遥
向创新要动力袁以创新破野瓶颈冶袁瑞

金市研究出台叶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加强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曳等政策文件袁对创新平台建
设尧科技人才引进尧高端设备进口尧科创
产品推广等各方面给予倾斜帮助遥

新的活力袁在这块红土地上涌现遥
改革是发展的关键一招遥 瑞金是江

西省六个省直管县综合改革试点县渊市冤
之一尧首批四个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
革试点县渊市冤之一袁瑞金抢抓机遇袁努力
在改革中走在前列遥

新的产业袁在这块红土地上根植遥
山上有橙袁田里有菜袁烟叶尧白莲尧生

猪等特色产业竞相发展袁农业现代化道
路越走越宽遥 作为欠发达尧 后发展县
渊市冤袁瑞金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袁
努力实现追赶跨越式发展遥

规模宏大袁只为造福人民遥 感恩奋
进袁书写红土荣光遥

根据规划袁瑞金市中心城区人口规
模远期 2035 年将达到 52 万人遥瑞金袁开
始重新思考新时代下的发展战略和核心
命题袁如何突破局部性和区域性理念袁以

开放包容之心融入区域一体化发展大格
局遥 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袁瑞金袁又将
走向哪里钥

再创历史 机遇是金

瑞金在探索遥
瑞金的含野金冶量袁在不断提升浴
野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袁不

干袁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遥 冶瑞金市委
主要领导在一次次报告中谈到遥 瑞金人
民敢为人先尧敢想敢干袁历来都有建中
心尧 当龙头的雄心壮志袁 雄心靠奋斗实
现袁壮志由实干得来遥

瑞金人相信袁只要抢抓历史机遇尧撸
起袖子干活袁定能实现野换挡加速冶和野拐
弯超车冶袁再造一个野盛世瑞金冶遥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遥 粤港澳
大湾区腾空出世浴 野要充分利用毗邻长
珠闽的区位优势袁对接长三角尧粤港澳大
湾区袁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遥 冶这是对江
西的殷殷嘱托遥 一直以来袁赣州与粤港
澳大湾区地缘相近尧人缘相亲尧商缘相
连袁 关系密切遥 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的桥头堡袁赣州不仅有条件尧有基
础袁也有优势遥

而瑞金作为赣州次中心城市袁全国
重要的红色旅游目的地袁区域性商贸物
流中心和教育培训中心袁 更是要做先
锋遥 今天的瑞金袁交通区位凸显袁是赣闽
粤三省的通衢袁属长江经济带范围袁也是
野一带一路冶尧 海西经济区的重要腹地遥
目前袁瑞金机场尧瑞兴快速交通走廊等一
批重大项目已开工建设袁区域性中心城
市的龙头地位正在加快凸显遥

机遇之城蓄势待发要要要
这里将打造革命老区与大湾区合作

样板区遥 深化拓展与大湾区交流合作袁
创新体制机制和运作模式袁打造跨省区
域合作可持续尧高质量发展典范遥

这里将打造内陆与大湾区双向开放
先行区遥 深化与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开
放合作袁全面推广复制中国渊广东冤自贸
试验区制度创新经验袁接轨国际化营商
环境袁建成大湾区辐射带动内陆地区双
向开放的主要支点遥

这里将打造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创
新区遥 全面对接大湾区世界级制造业产
业集群尧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国际金
融枢纽建设袁 积极融入产业链分工和产
业间协作配套袁形成与大湾区紧密协作尧
优势互补尧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遥

这里将打造大湾区生态康养旅游后
花园遥 充分发挥绿色生态尧文化资源优
势袁适应大湾区消费升级和高端市场需
求袁 成为大湾区的优质农产品供应基
地尧文化和旅游及康养休闲胜地噎噎
野亲亲瑞金袁这革命圣地袁这共和国摇篮
噎噎冶每每听到叶亲亲瑞金曳的嘹亮歌声袁
仿佛都能感受到野使苏区人民过上富裕
幸福生活冶的殷殷嘱托遥 蓝图绘就袁增添
的不仅是一座创新活力之城袁更是为老
区逐梦未来注入强大的信心和希望遥

瑞金的含“金”量
阴叶浙江日报曳记者 朱 言 金长青

编者按院11 月 2 日至 6 日袁叶浙江日报曳 在报纸封
底版面隆重推出野百年之交看瑞金冶专题策划袁叶瑞金
的含野金冶量曳叶永远的红都曳叶绿色的希望曳叶向创业者
致敬曳叶瑞金欢迎你曳等五个专版从五个维度讲述瑞金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野勇争先尧做示范冶的生动
故事袁让各界读者进一步了解瑞金尧热爱瑞金尧赋能瑞
金袁助力瑞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遥 特此分期转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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