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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史 故 事

党史学党史学习教育习教育
专专刊刊

党史知识基层学习动态

作为防洪保安工程之一，对2020年发生险情的
乐安河中路亭崩岸、中洲圩和磻溪河乐港段黎家山
圩、王家山圩进行除险加固，列入乐平市今年“学
党史、办实事”实践活动重要内容。新一年汛期来
临，该工程进展怎样，险情是否排除。日前，笔者
进行了实地采访。

中洲圩位于乐安河下游的乐平市乐港镇与万年
县石镇街镇和鄱阳县饶埠镇交界地段，环中洲圩堤
全长 10.74千米，保护国土面积6.37平方千米、耕地
面积7500亩及乐平市的前坂、古脑、明户和万年县

的上李湾、下李湾、上孙、下孙等15个自然村，保护总
人口1.33万人。去年汛期，该圩堤火把嘴、明户、蒋弯
等圩段出现大面积泡泉。为及时排除险情，确保今年
安全度汛。乐平市斥资近700万元，对该圩堤基堤身
渗漏根据实际进行分段处理，其中采用深层搅拌桩防
渗墙处理1560米，采用堤后设置反滤总长95米，采用
堤后填塘压浸总长70米。工程于今年4月开工。笔者
乘车沿堤行走看到，目前深层搅拌桩防渗墙处理已基
本完工，工程完成比超90%。

王家山圩堤坐落在磻溪水中下游右岸乐港镇龙

溪、鸣山、塔瑞村等河段，圩堤全长2.86千米，保
护耕地1200余亩，保护人口0.2万人。去年汛期高水
位运行导致该圩部分堤段漫顶、塌方。险工险段5
处，险段总长676米。对此，乐平市制定了塌方段
土方加固、提灌站闸口重建、草皮护坡的加固方
案，工程估算总投资约180万元。加固工程于今年3
月28日开工实施，笔者在现场看到，该圩窑山30
米、王家山对面拐弯处 100 米、王家山上坡处 90
米、龙溪提灌站处370米、丁家山86米塌方的土方
加固工程已基本完成，龙溪提灌站闸口重建完工。
据乐平市水利局总工程师石日松介绍，该工程已完
成总工程量的80%。

另在去年汛期同样出现险情的黎家山圩、乐安
河中路亭段，笔者看到，经土方加固、土方填筑、
护岸、护坡等工程措施，现该两处险情也已基本排
除，各项附属工程建设在主汛期来临前可全部完成。

除 险 加 固 保 安 澜
——乐平市把“学党史、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在实处

柴有江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
然要求。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必然要求。为纵深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浮梁县臧湾乡创新学
习形式，跳出书本学习的传统
模式，组织开展线上+线下学
习相结合，学史学出“新花
样”。

党史学习教育启动后，该
乡立即在微信公众号上开设

“我为群众办实事”和“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等专栏，发布习总书记论
中国共产党历史、党史百年·
天天读等内容，推送给各个支
部学习微信群，组织党员随
时、随地、随身开展学习，鼓
励引导党员留言评论、发表体
会，交流心得，定期征集党员

对近期党史学习的意见，根据
党员实际需求，组织党员干部
党史知识竞赛，添加学习内
容、推送学习资料，安排党员
干部轮流讲党史故事，为党史
学习教育再添新举措，使党员
教育“接地气”、“合口味”，
实现党的百年历史有效传播、
党员交流更加便捷、党史学习
教育内容深入人心。

臧湾乡推出“初心加油
站”志愿服务项目，充分发
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阵地作
用，借助“初心加油站”志
愿服务项目，利用中小学生
课余时间开设“党史学习教
育微课堂”，将党史学习教育
延伸到青少年等群体，让党
史故事浸入学生心坎，让红
色基因融入血脉灵魂，推动
全 乡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走 深 走
实，进一步推进党的自我革
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线上+线下 学出“新花样”
卢小霞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 , 昌江区吕蒙乡官庄村加大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力度, 近日，
记者在豪德贸易广场看到，官庄村党史学习小组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组织失地农民装卸队
基层党员和群众进行座谈，开展党史知识学习，从革命英雄事迹到党的发展历史，让党员
和群众直观地了解党的百年历程，感受到共产党的伟大。 （本报记者 付裕 摄）

1927年9月27日夜半时分，一位面容憔悴而刚毅
的年轻人秘密来到乐平东南山区的篁坞村，他就是方志
敏。当时，蒋介石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党组织受到空前破坏，方志敏潜回弋阳组建军事化
农民武装“农民革命团”闹革命。9月初，方志敏筹划和指
挥了弋阳九区秋收暴动，但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张念诚

“铲共团”的“围剿”，暴动队伍被打散，方志敏也在战斗
中大吐血，组织上决定找个僻静安全的地方，让他躲过
敌人的追捕，调养一下身体。于是，方志敏便由夫人缪敏
和战友黄道、张其德等人从德兴沙路姐姐家深夜护送到
乐平篁坞村贫民汪其芬家。篁坞村位于弋阳、德兴、乐平
三县交界处，地处群山环抱之中，地偏人少，比较安全。

为了不走漏风声，保证方志敏的绝对安全，汪其芬
召集了村里几个贫雇农汪翔、汪石、童仁文、汪庆等人
分工暗中站岗放哨。其芬老汉对方志敏的照料非常细
微，把自己睡的床让出来给方志敏睡，自己却铺地板
睡。粮食紧缺从不提一句，总是让方志敏先吃饱后，自

家人再吃。大伙省吃俭用，却几乎天天供肉、蛋、鱼给方
志敏补养身体，并请来医生给他看病。村里的几位骨干
不辞劳苦，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都争着走路步行20多
公里(到德兴)抓药给方志敏治病。白天,方志敏常坐在
樟树底下或看书、或写文章、或写联络信、或与战友商
讨发展形势。夜晚,方志敏就召集骨干开会，讲革命的
道理、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他号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
闹革命，并领导他们组织起来亲串亲、友联友，团结一
心来打土豪分田地。其间，他与邵式平取得了联系，恢
复了弋阳的党组织并秘密筹建了一支工农革命武装。
同时，他和战友们认真研究了当前的革命形势和斗争
策略，认真构思建立一个农民武装组织的设想，策划在
农村这块广阔的天地里重新创建革命阵营。他感到，当
务之急是必须使农村各阶层结成统一战线的大军，要
依靠农村的主体力量——农民来夺取革命的胜利。这
些战略思想为他此后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缔造中
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奠定了基础和思路。

在其芬老汉一家的精心调理下,方志敏的身体恢
复很快。此时，方志敏与邵式平联络制定了再次发动九
区秋收暴动的计划。于是,他决定离开篁坞回弋阳。11月
9日晚，夫人缪敏带了几个同志来接方志敏。在临别时,

方志敏紧紧地握着汪其芬和汪翔、童仁文、汪白火、黄
贵田等骨干的手,对大家说，篁坞人民是革命的人民，
谢谢大家!今后,你们要多多团结穷苦乡亲,准备迎接革
命高潮的到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方志敏同志在篁坞的时间虽
然只有短短的43天,但这是不平凡的43天，是创造革
命的43天。在当地，他不仅留下了许多革命佳话，而
且，他播下的革命火种也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特别
是他对革命同志的无比关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
以及干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在篁坞乡亲们的心中留下
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11月底，方志敏、邵式平领导弋阳横峰两县农民发
动了著名的弋横起义。消息像春风一样传到了篁坞村,
方志敏亲手播下的革命种子终于发芽开花结果了。

1930年5月5日，信江特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方
志敏亲自率领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攻打乐平秧畈，取
得了秧畈大捷，打开了乐平的南大门。篁坞也迎来了一
支红军队伍，在方志敏的关怀下,很快成立了赣东北苏
区乐平县苏维埃政府篁坞一区政府，政府所在地设篁
坞村。从此,共产党领导篁坞村的贫苦农民展开了轰轰
烈烈的革命运动。

方 志 敏 同 志 在 篁 坞
胡继华

■ 浮梁县住建局
浮梁县住建局把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贯穿

党史学习教育全过程，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基层调
查研究，对重点项目工地和服务工作领域开展调查
研究，加强县城相关住房建设项目监督检查，严把
质量关，着力建好浮梁老百姓满意的“放心房”。
对全县各乡镇、村组开展了农户住房安全排查及农
村危房改造“回头看”工作，为农户排忧患、解难
题、保安居。针对自身和群众关心的问题认真进行
检视，接受监督，形成问题整改责任清单，建立长
效机制。

（黄湘国、李东坡）

■ 省陶瓷工业公司华风管理处、城西办事处
近日，省陶瓷工业公司华风管理处、城西办事

处党支部党员志愿者分成两组开展学党史、进社
区、下实体、送服务活动。华风管理处10多名党员
志愿者下到租赁户实体，协调租赁户合理配置仓
储、厂房资源；修缮厂房，解决屋面漏渗水问题；
转变以前由租赁户到办公室上交租金改为工作人员
到厂区实体租赁户上门收缴。城西办事处9名党员
志愿者结合自身工作性质特点走进属地社区开展为
社区退休人员、居民群众、租赁户实体工人、农民
工提供社保、医保政策咨询及解答。 （艾荣）

■ 市税务局老干部党总支
近段时间以来，市税务局老干部党总支组织开

展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市税务局老干部党
总支在支委群、老党员学习群和金税大家乐等三个
微信群以及老干部活动中心《学习文创园地》墙报

上不定期发送了数十篇党史知识、微党课课件、心
得体会文章供大家及时学习讨论交流；组织全体老
干部开展主题春游活动；已组织编写了3篇《我的
税务故事》；选派4名老党员代表参加市税务系统举
办的“追忆改革开放税史，书写税务青春华章”主
题系列教育活动；召开了“我看建党百年新成就”
座谈会。 （钟小华）

■ 昌江区第三幼儿园
为了庆祝建党100周年，弘扬红色历史，继承

和传承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让幼儿理解和感受中
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伟大，昌江区第三幼儿
园充分发挥幼儿园、家庭关系开展了“童心向党，
快乐成长”的主题教育活动。具体活动有讲一个党
的故事，懂一种情怀；听一堂课,敬一个礼；唱一首
歌,说一句心里话；绘一幅童画，显一种崇敬之情。

（朱龙）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悠
美的歌曲伴着音频广播，响彻广大农村的上空。浮
梁县应急广播“大喇叭”每天定时讲党史、播新
闻，有效衔接学习强国平台学习内容，向广大群众
讲述中国共产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筚路蓝缕奠基
立业、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百年奋斗史，同时还穿

插播放革命歌曲。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浮梁县文旅局依托

应急广播“大喇叭”覆盖全县16个乡镇159个行政
村 （社区） 的有利优势，积极开展应急广播党史
学习教育“村村响”活动，并将党史学习教育播
出专栏节目纳入应急广播日常播出全年计划列

表，有效地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
层、深入人心，全力营造了党史学习教育的浓厚
氛围，以期汇聚磅礴力量，以优异成绩献礼建党
百年。该档节目开播以来，受到全县人民群众的
广泛认可，特别是得到了农村中老年留守人群的
普遍赞誉。

应急广播“大喇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村村响”
吴玉明

信仰、信念、信心，任
何时候都至关重要。青年一
代坚定信仰、勇毅前行，国
家就有力量，民族就有希望。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
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广
大青年要爱国爱民，从党史
学习中激发信仰、获得启
发、汲取力量，不断坚定

‘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做中
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树立为祖国为人民永久奋
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
对于青年而言，深读党史这
本“教科书”，用信仰书写青
春，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
值、升华人生境界。

回望百年党史，波澜壮
阔的绚丽画卷激荡人心，前
仆后继的英雄人物激励斗
志。那是毅然走向敌人绞刑
架的李大钊，他的“共产主
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
利”的呐喊，至今仍回荡在
我们耳边；那是长征中为老
乡留下“半条被子”的三位
女红军，尽管她们深知征途
漫漫、充满艰辛，却含笑与
老乡道别，满怀信念踏上征
程；那是为掩护部队不幸被
俘的方志敏，敌人不相信这
位“共产党大官”身上没有
钱，结果连一个铜板也没有
搜到，而他在狱中写下的

《清贫》流芳后世……一个个
闪光的形象，定格在党的光
辉历程中，让党旗更加鲜艳。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
年初心历久弥坚，信仰之光
熠熠生辉。在革命、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无数优
秀共产党人胸怀坚定信仰，
冲锋在前、担当在前、奉献在前，只为让中国拥有

“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只为“让后代享受人类应有的
一切幸福”。他们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忠魂，把
青春乃至生命献给祖国和人民，赓续传承着共产党人
的精神血脉。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一个百
年大党何以能青春常在，永葆生机与活力？信仰的力
量，正是寻找答案的一条重要线索。

信仰，能够点燃激情、燃烧梦想，让青春常驻。
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的历史使命
从来都与时代主题紧密相连。在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中，无不闪耀着青年的智慧与贡献。奋进新时代，许
多“80 后”“90 后”甚至“00 后”，用忠诚坚守初
心，以实干托举梦想，让青春与信仰同行。从繁华忙
碌的都市到人迹罕至的边疆，从抗疫斗争一线到科研
攻关前沿……在不同的岗位上，到处都有青年的英
姿、青春的色彩。“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
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坚定
信仰，发扬传统，让血脉赓续、薪火相传，这是新时
代青年应有的责任与觉悟。

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让人常读常新；党史是最好
的营养剂，让人受益无穷。从党史学习中激发信仰、获
得启发、汲取力量，像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那样，坚定
理想信念，锻造忠诚品格，心怀“国之大者”，激扬奋斗
精神，广大青年必将成就更开阔的人生、担起更重要的
使命，在新征程上创造更骄人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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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的发动者是谁？
答：张太雷、叶挺、叶剑英。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块农村革
命根据地是什么？

答：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时期红军游击作战的“十六字决”是什么?
答：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把红军和赤卫队

的作战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
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古田会议是何时召开的?
答:1929年12月。

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党代会是哪一次党代
会？

答：1928年 6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
大”。

1
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是由哪两支武装合编

的，主要负责人是谁?
答：红一方面军是由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编而

成，总司令朱德、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

八七会议确立了什么总方针？
答：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

总方针。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