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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史 故 事

党史学党史学习教育习教育
专专刊刊

基层学习动态

铭记光辉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

行程万里，不忘来路，饮水思源，不忘初心。
自3月11日乐平市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以来，该市各部门单位、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紧紧围
绕“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目标要求，迅速行动，精心组织，在知行合一中坚
定初心使命，在融会贯通中汲取前进力量，以更加
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凝聚起赣东北明珠城
市“十四五”开局起步的强大正能量。

“红色走读”点燃学习热潮

4月6日，乐平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一行来到众
埠镇界首村红十军建军旧址，开展“红色走读”教
育实践和集中学习研讨活动。活动现场，中心组成
员们深切缅怀为民族解放和革命事业献身的革命先
烈，向红十军纪念碑敬献花圈，重温入党誓词，专
题学习党史，进一步坚定政治信仰、激发革命斗
志、强化使命担当。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依托本地红色资源，乐平市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过
程中，精心设计学习载体，创新学习形式，将众埠
界首红十军建军旧址、赣东北特委旧址、十里岗篁
坞方志敏同志旧居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连结起来，
推出“红色走读”教育实践点线，广泛组织党员干
部群众瞻仰，并在各个点落实红色宣讲员，加强红
色文化教育。

随着“红色走读”活动的不断深入，该市各部
门单位围绕“重学建党历史读经典、重温入党志愿
谈初心、重思在党经历写感言”，不断深化、拓展

“红色走读”系列活动，各单位一边采取专题学习、
交流研讨等形式，读原著、悟原理、学思想，一边
结合部门实际，通过“跟着照片学党史、跟着电影
学党史、跟着红歌学党史”等生动活泼的学习方
式，做到对党史主要脉络有基本了解，对党史的重

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有基本把握，对党的
思想理论、精神谱系、历史经验有基本理解，为深
化学习教育打下坚实基础。

“红色矩阵”深化学习氛围

推动宣讲全覆盖是乐平市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的
重要一环。为此，该市专门成立党史学习教育专题
宣讲团，同时整合赣鄱红色娘子军、道德模范宣讲
团、优秀红色宣讲员等特色宣讲资源，开展专题
性、分众化宣讲。截至目前，已在校园、企业、农
村、机关、社区开展了各类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
党史宣讲活动共86场，直接受众达到1万多人。

在做好线下宣讲的同时，乐平市着力拓展线上
学习平台，依托学习强国平台，调度该市党史学习
教育进展，引导乐平市各单位利用学习强国APP、
支部学习微信群等抓好党史“每天学、每周测、每
月聊”活动；乐平市融媒体中心先后开设《奋斗百
年路启航新征程》《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党史回眸》《乐平党史大事记》专栏，介绍党史重
要事件和红色故事，反映该市党史学习教育的进展
情况和典型经验；乐平市图书馆围绕党史知识，开
展“百年荣光、薪火相传”在线答题活动；在该市
各网格群里，网格员们也积极转发普及党史知识，
不断扩大党史学习教育网民受众面。

从线下到线上，从线上又进网格，乐平市整合
各类学习资源、学习阵地、网络载体，精心打造出
党史学习教育“红色矩阵”，以各种“接地气”的学
习手段，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天天见”“处处见”

“不断线”，不断浓厚全社会党史学习教育氛围，营
造出“润物细无声”的良好学习环境。

“红色初心”汇聚实干力量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这就是我们城管人的为民

办实事！”5月 10日，受强降水、雷暴大风天气影
响，乐平市城区部分树木、广告牌断裂、倒伏，低
洼路段出现积水，严重影响了道路的正常通行和市
民的出行安全。当晚，乐平市城市管理局270余名
工作人员冒着暴风雨紧急出动，以网格为单位，积
极抢险，并对城区进行深入“大体检”，最大程度地
减轻了恶劣天气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
受到了市民的广泛好评。

学史力行，以行践知。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乐
平市把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作为践行初心
使命的重要举措，认真梳理为群众办实事事项，切
实解决好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今年，围
绕“贯彻新发展理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
障基本民生、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进基层治理、
关注英烈后代”等六个方面，精心制定《关于在全
市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
部署启动65项“我为群众办实事”民生工程，让改
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该市人民。

学出新动力、展现新作为，乐平市各单位各部
门也积极行动，将“我为群众办实事”融入工作、融入
日常：乐平市委政法委启动“政法干警进网格，走好新
时代网上群众路线”活动，号召该市公安干警、法律工
作者、综治网格员进入小区群、业主群等村（居）民公
共事务微信群，提高群众网上“见警率”，及时为群众
解疑释惑、排忧解难；在推动全民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工作中，乐平市各单位部门、乡镇社区积极行动，加大
接种知识科普、消除群众疑虑，乐平市医务工作者加
班加点用最短时间建成18个免费接种点，乐平市体
育中心接种点是该市最大的接种点，乐平市卫健委成
立体育中心接种点临时党支部，20多名党员冲锋在
前，带领全体工作人员持续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帮
助群众安心接种、顺利接种；乐平市发改委聚焦营
商环境工作，牵头推出“一门”全办、“一网”通
办、“一次”办好便民服务，提升办事效率……一桩
桩、一件件实事，不仅有效提升了市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也让党史学习教育真正走到
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团结引领该市人民为打
造特色鲜明的现代化赣东北明珠城市贡献力量，以
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奏响红色主旋律 展现奋进新作为
——乐平市扎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朱媛媛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枫树山林场三
宝分场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着力解决分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
题，以实际行动为分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做
好事，受到分场群众的高度好评。

三宝分场地处林区，条件相对艰苦。长期以
来，群众生活用水靠一口机井抽取，不仅十分不
便，水质安全也得不到根本保障。为彻底解决群
众生活用水难题，三宝分场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
持，经多方努力，目前，该分场自来水已安装到
位，顺利通水，群众用上了洁净、安全的自来
水，进一步保障了人民群众用水安全。“现在一回
家打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自来水用，再也不用
担心水质问题了。”三宝分场员工唐剑平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他说，非常感谢分场领导为大家实实
在在办了好事，解决了后顾之忧。

由于历史原因，三宝分场宿舍区化粪池、下
水道容量小。随着入住居民不断增加，化粪池、
下水道经常出现堵塞，溢粪溢水现象时有发生，
不仅严重污染环境，也给居民生活带来极大不
便。分场实地考察后，立即筹措资金，组织力
量，对化粪池、下水道进行改造：疏通老化粪
池，增建1个化粪池，新建下水道130余米，彻底
解决了化粪池、下水道堵塞溢漏问题，获得了广
大居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该分场
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切实为群众解决了
道路、路灯、天然气、自来水等与生活息息相关
的实际困难。

群众利益无小事
我为群众办实事
袁运爱 本报记者 王姝

日前，由昌江区委宣传部主办，昌江区文化馆、鲇鱼山镇综合文化站承
办的“献礼建党100周年·送戏下乡暖民心”活动第一站走进鲇鱼山镇徐坊
村，为周边村民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汪晓轩 摄）

华光寺位于昌江区吕蒙乡二亭村龙塘山之巅，占
地100多平方米，由佛堂、住持住房和厨房三部分组
成，砖木结构。华光寺的名字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
者孙中山创建同盟会的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
立民国，平均地权”中“恢复中华”之意而来。华光寺建
于20世纪初，由龙塘山姚氏先人倡议集资修建，由九
华山和尚担任首任住持。

土地革命时期为革命英勇牺牲“姚家三烈士”的姚
国瑚、姚象谦、姚象贤是龙塘山姚氏一族的传人。他们
的祖先相传为唐玄宗时期宰相姚崇之后，其后代一支
迁入浮梁县龙塘山。姚氏家族历代先人都不忘修善积
德，姚家人经常出资在村里及周边修桥铺路，接济穷
人，赢得很好口碑。同时，姚家人虽历代都通过科举考
试求取功名，可家风严谨，思想较开明。当20世纪初孙
中山兴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满清政权时，姚家人

积极参与并宣传革命，捐资倡议兴建华光寺，为孙中山
领导的民主革命呐喊。华光寺经过两至三年的修建，于
1905年建成。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在中国进行
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姚家人更是全力参与，在家的大哥
姚国瑚率先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龙塘山一带
组织发动农民运动。1929年5月，任中共浮梁县委西乡
区区委书记，筹划募捐委员会，支援景德镇城区工人运
动。在上海读书的老二姚象谦、老三姚象贤早在五四运
动时，就利用放寒暑假回家时积极宣传革命，毕业回家
后，姚象谦于1926年 11月加入共产党，1927年4-5月
间，受党指派任浮梁县国民党农民部长兼县农民协会
常委，在省农协常委方志敏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领导全
县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姚象贤于1926年加
入共青团，在何燮领导下从事团的工作，1927年转为中
共党员，领导团员青年开展革命工作。1928年10月，中
共江西省委秘书长刘士奇到景德镇传达党的六大精
神。会场就设在龙塘山华光寺庙里，早晨6点，16位党
员参加，在华光寺开了一天会。1929年 1月，中共浮梁
（临时）县委在龙塘山上的华光寺召开全县党的活动分

子大会，各支部24位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正式成立
中共浮梁县委，书记黄光，隶属中共赣东北特委。同时
正式成立共青团浮梁县委，书记金小鬼（即王光明）。

1929年11月底，由于中共江西省委遭敌破坏，12
月2日，赣东北特委秘书处干部张锦枝被捕后叛变，
受此影响，姚国瑚、姚象谦、姚象贤三兄弟先后被捕
并与景德镇市20多位共产党员一起被押解往南昌，
在国民党监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表现了革命者
为了革命舍生忘死、抛家报国的革命气概。三兄弟被
捕后，姚家人变卖家产，四处托人，希望能救出一
人。但姚家三兄弟谁都不愿放弃革命，出狱苟活。
1930年4月，姚家三兄弟与同在景德镇被捕的20余名
党的优秀儿女在南昌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电刑（椅）杀
害。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到新中国成立时止，龙塘
山姚氏一族共有7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被授
予革命烈土称号。

华光寺于20世纪50年代末倒塌。如今，龙塘山顶
的华光寺遗址依然存在，其屋基、战壕清晰可辨，现已
成为人们登高和凭吊的好地方。

龙塘山顶的革命旧址——华光寺
王新华 姚梅圃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
是真正的英雄。百年党史充分证
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带领各族人
民把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
业不断推向前进，逐步实现救
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
标，正是我们党始终践行着一切
为了人民的神圣使命，所付出的
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
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
福和民族复兴，都是为了让人民
过上好日子。“江山就是人民，人
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
生死存亡。”人民在党心中有多
重，党在人民心中就有多重。“我
为群众办实事”，正是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体现，也是进一步
加深党群、干群关系的有力抓
手，从而不断巩固我们党执政的
强大群众基础。

学史明理，我们要在学党史
中明白“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
大意义，不断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真正做到为各族群众谋福
祉、办实事，以赢得广大群众的
信任和支持。只有弄明白这些道
理，党史学习教育才能真正取得
成效。

要带着感情学，以真挚的人
民情怀滋养初心使命。革命先驱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

“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
甜”；女红军即使自己仅有一条被
子，也要分给老百姓半条……在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长河中，流传
着许许多多为真理奋斗、与群众
心心相印的感人故事。只有怀着
共情心理、带着感情走进党史之中，才能由衷地从
一个个红色经典故事中感悟到一颗颗为党为人民的
赤胆忠心，才能从中更深刻地把握我们党的初心和
使命。

要联系实际学。党史学习教育明确提出，要切
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不能乘一时之
兴，而要有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定力。这个定力
来自党的性质和宗旨，我们要从党的百年历程中感
悟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感悟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
强大力量，感悟依靠人民的力量，我们就能无坚不
摧、无往不胜。我们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动
力，更好地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思想决定行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只有搞明
白“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深意，“真理的火炬”才能
得以传承，历史智慧对现实发展的推动作用才能充
分发挥，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的决心才能更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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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湾乡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浮梁县臧湾乡扎实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
的关键环节，以实现办实事、出实绩、开新局为目
标，全乡上下如火如荼的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臧湾乡在全乡范围内察民情、访民意，
做好待办事项调查，将群众急切期盼的各类问题逐
一列出问题清单、项目清单，要求相关部门做到限
时提出并限时整改，体现工作实效。截止目前已完
成41件。 （卢小霞）

■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
为切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向纵深推

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以国家试验区建设需要
为导向、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导向，为涉外企业解
决外籍人才引进、外籍专家停居留方面存在的“空
白点”，为解决老年人办理出入境证件不便利的“盲
点”，通过宣传出入境法律法规、普及便利措施、征
求意见建议、送证上门、大走访等多种形式，为服
务试验区建设、外籍人才引进、解决老年人办证

“盲点”等问题打造为民服务“直通车”。（施公出）
■ 省陶瓷工业公司红星管理处
近日，省陶瓷工业公司红星管理处党支部结合

学党史“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开展“党派我们
来的”主题党日活动。该党支部一行走访慰问了本
单位省劳模陈美云，为她佩戴了党徽，送去了党史
学习资料和慰问金，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劳模家
中。并来到昌江区新枫街道谭家山社区，开展学党
史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党日活动。在谭家
山社区工作人员的协同下，对该社区17、38、39栋
楼房部分损坏的照明灯进行了维修。

（陈林丽 滕建铭）
■ 官庄村正晟公司
日前，昌江区吕蒙乡官庄村正晟公司组织职工

赴荷塘乡开展“永远跟党走”红色主题教育活动。
在革命烈士纪念塔前，全体党员和职工怀着无比崇
敬的心情列队鞠躬，表达对革命英烈的深切缅怀。
接着，大家有序参观了记载革命烈士英雄事迹的荷
塘红色记忆展馆、陈列下放干部工作点滴的农垦旗
帜展馆以及荷塘史话长廊。通过此次活动，官庄村
正晟公司职工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灵魂洗
礼。 （记者 付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