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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以来袁我市紧抓野工业倍增升级冶工作重点袁紧紧围绕绿色食品尧电子电气及材料两大首位产业和纺
织服装尧文化旅游尧新型建材等主导产业主动出击精准招商遥上半年袁全市共签约项目 19 个尧签约资金 209.48 亿
元袁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87%(年度目标任务数 241.44 亿元)袁竣工投产项目 9 个尧开工建设项目 6 个遥 图为新投
产的泽丰科技公司繁忙的生产车间袁公司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 2 亿个圣诞节工艺品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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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27 年 8 月 1 日袁南昌城头一

声枪响袁 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的大幕遥 8 月 25 日袁八
一起义部队到达瑞金城东北的壬田
寨袁 在大垄里与国民党钱大钧部遭
遇遥 贺龙亲率第二十军一师三团于
上午 10 时与敌接战袁朱德尧叶挺也
率部进行战斗遥起义军奋不顾身袁越
战越勇袁 取得南下以来的第一个胜
仗遥 起义军所到之处袁 均以标语尧传
单尧集会尧唱歌尧演剧等不同形式袁向
群众广泛宣传南昌起义的意义尧号召
人民起来革命遥起义军还在瑞金的农
村开展了打土豪尧分田地的斗争遥 许
多贫苦青年袁 纷纷报名加入起义部
队袁随军南下遥 南昌起义军在瑞金的
活动袁给瑞金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遥

起义部队南下失利后袁 起义领
导人和许多参加者在极其艰难困苦
的条件下袁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袁经过
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袁 成为领导革
命斗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骨干袁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理想
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遥

二
1933 年 6 月 30 日袁 中革军委

发布叶关于决定野八一冶为中国工农
红军成立纪念日曳 的命令袁7 月 11
日袁中央人民委员会作出了叶中央政
府关于野八一冶纪念活动的决议曳袁正
式规定以每年耶八一爷为中国工农红

军纪念日遥 从此袁8 月 1 日正式成为
人民军队的建军节遥

1933 年 8 月 1 日袁中革军委在
瑞金南郊竹马岗举行了中国工农红
军中央警卫师渊工人师冤成立大会袁
以此作为对这一天的战斗庆祝遥 朱
德尧 叶剑英等中革军委领导人出席
大会遥朱德还亲自为工人师授旗袁工
人师全体指战员在会上发表了 叶中
国工农红军警卫师渊工人师冤成立宣
言曳袁这一天袁红军各军团渊军区冤还
举行了授团旗仪式袁 中革军委举行
了颁发奖章仪式袁 隆重庆祝第一个
建军节遥可以说袁南昌是军旗升起的
地方袁 而瑞金是八一建军节诞生的
地方遥

回望来时路袁 如果说南昌起义
走了前人未走过的路袁 使中国革命
的面貌开始了根本改变袁 那么建军
节的诞生也是党和红军的首创袁自
此袁 人民军队每年都采取不同的形
式纪念这一伟大的节日袁 以鼓舞士
气尧凝聚力量遥

三
八一南昌起义缔造了以 野坚定

信念尧听党指挥尧
为民奋斗尧 百折
不挠尧敢为人先尧
勇于创新冶 为主
要内涵的八一精
神袁 是我党和人
民军队强大精神

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袁 也是砥砺我
们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
泉遥

翘首新征程袁进入新时代遥作为
八一建军节诞生的瑞金袁 具有厚重
的党史资源袁 大量的红色旧址是弥
足宝贵的精神财富遥 处于绵江河畔
四中赖氏宗祠的贺龙入党旧址袁已
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遥 当年贺
龙尧郭沫若尧彭泽民在绵江中学光荣
入党的故事在这里传扬袁 成为八一
精神的历史见证曰始建于 1913 年的
八一小学袁艰苦办学尧辛勤耕耘尧哺
育英华袁创办朱德中队袁闪耀八一荣
光袁 共同书写了一所百年老校的荣
耀与辉煌噎噎精神的传承是最好的
教育袁今后袁我们要充分发挥红色旧
址尧红色文物的教育功能袁宣传革命
先辈的光辉业绩袁讲好红色故事袁弘
扬八一精神袁传承红色基因遥 同时袁
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袁 我们应勇
立潮头袁担当时代先锋袁继承和弘扬
八一精神袁 积极探索创新尧 敢闯敢
试袁 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不懈奋斗遥

四川航天党性教育
基地揭牌

本报讯 渊记者崔晓燕冤7 月 27 日袁四川航天
党性教育基地在市委党校揭牌遥 四川航天技术
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尧党校校长张凯袁瑞金市委常
委尧组织部部长郭德帅分别致辞曰四川航天技术
研究院党委委员尧纪委书记马卫华袁四川航天技
术研究院党委工作部部长向尚怀袁 四川航天技
术研究院宣传干部培训班学员及我市有关单位
负责人等出席仪式遥

郭德帅说袁 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是我国重
要的航天产品科研生产基地袁 为我国航空航天
事业作出重要贡献遥 四川航天党性教育基地在
瑞金挂牌设立袁 必将为我市各项事业发展带来
更加丰硕的果实遥 希望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一
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瑞金的各项事业袁 推动瑞
金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遥

张凯说 袁今天 袁我们在中共瑞金市委 党
校设立 野四川航天党性教育基地 冶袁正是 四
川航天野不忘初心 冶的生动实践 袁必将为双
方搭建更高水平尧更深层次尧更加持续的深
度合作平台遥 我们将以此次党性教育的战
略合作和专题培训为契机袁 加强与赣州市
委 尧市政府及瑞金市委 尧市政的战略合作 袁
充分发挥瑞金优 秀红色 教育基 地的作 用 袁
传承红色基因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袁实现教
育培训尧课程开发 尧课题研究 尧师资共建等
方面的资源共享遥

仪式上袁 瑞金市委党校向四川航天技术研
究院赠送野红色故都冶摆件袁马卫华和郭德帅共
同为野四川航天党性教育基地冶揭牌遥

办好民生实事
增进百姓福祉
骆晓强在我市开展野我为群众

办实事冶专题调研

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冤7 月 27 日袁财政部综
合司二级巡视员骆晓强在我市开展 野我为群众
办实事冶专题调研遥 省财政厅副厅长苏昌平尧我
市领导刘晓龙陪同调研遥

骆晓强一行先后来到城东全民健身中心尧
河背街社区全民健身场所尧 福利院失智失能护
理场所等地调研遥 在仔细听取相关负责人情况
汇报后袁骆晓强指出袁健身场所的修建惠及民生
福祉袁 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袁 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袁提升工程建设质量袁大力改善城市居民健身
条件袁促进全民健身活动开展遥 在福利院失智失
能护理场所袁骆晓强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袁详细
询问了日常护理工作开展情况和工作中存在的
困难袁并了解人员配备情况尧薪资待遇水平遥 骆
晓强表示袁 失智失能人员是社会上非常需要关
爱的一个群体袁 希望福利院努力提升管理水平
和服务质量袁 为失能失智人员构筑一个温暖和
谐的家遥

随后袁 骆晓强一行还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财政人民委员部历史陈列馆及野二苏大冶旧址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袁聆听红色故事袁重温中央苏区
革命历史袁感受老一辈革命家坚定信念尧艰苦奋
斗的革命精神遥

八一精神映照新时代
阴钟燕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