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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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光辉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
初心历久弥坚。我们党的历史
中，蕴含着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富。前不久，参观一场“永远
跟党走”的展览，深为感动。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不久
时，一名不满18岁的青年成了
党员。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顽
强的精神英勇奋斗，为中华民
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
献了自己的一切。他英年早
逝，但其精神却影响至深。叶
剑英如此评价：“他是我们党的
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
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
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
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他就是任弼时，以奋斗让“党
的骆驼”的美誉永远留驻在人
们心中。

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
具有坚毅顽强、不畏艰险、吃
苦耐劳的品质。因为它的存
在，坎坷变成通途，大漠更显
壮美。做党和人民的骆驼，正
是老一辈革命家殚精竭虑、鞠
躬尽瘁的真实写照。当前，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已经开启。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我们已走过千山万
水，但仍需跋山涉水。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尤其需
要我们赓续红色基因、传承革
命精神，像骆驼那样知重负
重、苦干实干，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

像骆驼那样，保持坚定不
移的信念。“敌人只能砍下我们
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
仰”，这是直面生死考验时，对
革命理想的无比坚定；“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这是遭遇困难
挫折时，对革命前途的无比坚
信；“打断骨头连着筋……爬也
要爬到延安城”，这是面临重重
关山时，对追随共产党的无比
坚贞。有了如磐的信念，共产党人才铸就了“泰山压
顶不弯腰”的脊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石破不
可夺其坚”的刚强，在漫漫征途上永远满怀信心。

像骆驼那样，砥砺坚忍不拔的意志。这种意志
力，是我们披荆斩棘的利器、攻坚克难的法宝。凭着
它，黄大发苦战36年，带领村民凿通了绕三重大山、
过三处绝壁、穿三道险崖的“生命渠”；钟扬跋涉青
藏高原16年，率领团队在高原为国家收集了数千万颗
植物种子；北斗团队接力奋斗26年，百折不挠攻难
关，成就了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创业是场持久战，唯有“咬定青山不放松”，善
于把绊脚石当作垫脚石，方能闯关夺隘、筑梦圆梦。

像骆驼那样，激扬勤勉奉献的精神。焦裕禄“心
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杨善洲“捧着
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李保国“帮山民致富，
做太行愚公”，一位位扶贫干部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忘
我奋斗……不忘初心、忠诚为民、担当奉献，是深深
植入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正因为生生不息传承这一
基因，我们才铺就了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康庄大
道，赓续着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
传统。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
定能到达。奋进新征程，面对前进道路上“一山放过
一山拦”的各种风险考验，只要我们坚定信仰信念信
心，甘为党和人民忠实的“骆驼”，就一定能汇聚坚
不可摧的澎湃力量，过了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沟再
越一壑，抵达新的发展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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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设在哪里？

答：江西瑞金。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红军长征途中，中共
中央政治局在什么地方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确立了毛
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成立三人小组
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三人小组成员是谁？

答：遵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遵义会议的突出贡献是什么?
答:遵义会议的突出贡献是结束了王明“左”倾

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导
地位。因而，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一
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是我们党从失败走向胜利的
重大转折。

何谓“九一八”事变?
答：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加紧侵略中

国的步骤。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于1931年9月18日
夜，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的一段铁路轨，反诬是中国
军队破坏。他们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驻军地北大
营，占领沈阳城。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一直想表达我对党的
祝福，通过最近的党史学习，我想交一笔党费给党
组织，感谢党多年来对我的栽培和教育。”5月 13
日，航空工业直升机所离休干部王贤明，将2000元

“特殊党费”交给了党组织。王老出生于1930年，这
位已经91岁高龄的长者曾长期工作在直升机科研一
线。他这一番朴素的话语，反映了一名航空前辈数
十载听党话跟党走，矢志不渝的“航空报国、航空
强国”初心。

新思想打开了心灵的窗户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亲眼目睹当时老百
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学时期接触到了中国共
产党的进步思想，坚定了我成为党员的决心和意志
……”党的恩情，王贤明总是挂在嘴边。

1947年，16岁的王贤明在福建浦城中学求学期
间，在同学卓青的影响下，接触到马列主义，思想
豁然开朗。1948年3月，在党的地下组织“爱国学
生运动”负责人、当时王贤明高中老师陈达同志的
介绍下，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中共地下党
工作。王贤明老人记得很清楚，加入组织那天，特
别冷，他在火盆旁聆听了当时党组织负责人讲解的
革命道理和解放战争形势，血气方刚的王贤明和同
学卓青庄严地举起右手，激动地低声宣读起了入党

誓词……
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就意味着承担起了党

员的使命和责任。地下党工作的纪律，不能对家里
人，也不能跟任何人分享这份自豪感，连续好几个
晚上，王贤明都没法睡着。他清楚地记得，加入地
下党组织的那天晚上，他从地下党负责人家里出
来，在寒风中他心情非常激动，他内心呐喊着要推
翻那万恶的旧社会。

为了革命需要服从组织安排

“我当时为了地下党工作准备放弃考大学的机
会，就在农村小学当教员，建立秘密联络点，为革命游
击队服务。虽然我渴望学习，但是我还是服从组织上
安排的一切工作。就在我准备去农村小学当教员的时
候，卓青同志和我已经被反动派盯上了，我们的名字
也出现在搜捕名单上，那情境不知有多危险，当时我
们组织负责人高展分析了形势后，为了掩护我们，安
排我们以考大学的名义前往金华。”王贤明老人思绪
又飞回至70多年前那段峥嵘岁月。

“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无论多么困难，只要想起
入党誓词，就会增添勇气，就会增强信心，就会觉得使
命在呼唤……”在执行任务中，王贤明得知自己所处
的中共闽浙赣区委工作部已经和上级失去了联系，因
此负责人立即通知他回到浦城，负责组织之间的联络

工作。冒着白色恐怖的巨大危险，王贤明和同志们一
方面积极拓展党内活动，迎接解放；另一方面积极寻
找组织并取得联系，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49年正
月，王贤明中断浙江英士大学的学业，怀着振兴中
华的热忱毅然接受组织的任务，投身浙东游击队的
革命活动。

看到了新中国的胜利和祖国的强盛

“解放前夕，5位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被敌
人的冷枪击中胸口牺牲的。支队长施正同志攻城的时
候被敌炮击中，就倒在离我10米远的地方。毛梅同志
倒在了战场上。他们都非常年轻，我一直记得他们，永
远怀念他们……”

在王老的深情讲述中，一个个伴随着枪炮声奋勇
杀敌的身影，从历史的硝烟中走来，告诉生活在和平
年代的人们：是多少人的流血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幸福
生活。而幸存下来的人，心里都留下了怀念。

王老说，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唯有那面鲜红的
党旗，才是永远激励他前行的向导；也正是那面党旗，
才让他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无畏、无怨、无悔。当笔者
问王老对现在的生活满意不，王老说：“想起那些牺牲
的战友，我也是替他们活着，看到了新中国的胜利和
祖国的强盛，所以我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幸福的。”

王老用一生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他经常
说，“党旗是我永远的旗帜，党是我一生的追随。”人可
以离休，但共产党员永不会离休。入党73年来，无论
是在职期间还是离休后，他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为直升机技术发展服务的情怀不离不休，他用对党和
国家的忠诚，生动诠释着“党员精神永不退休，家国
情怀永不退休”。

党员精神永不退休 家国情怀永不退休
汪婷婷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曹国生 本报记者 付裕

剪纸《千秋伟业 百年风华》 叶剑英 作

■ 瑶里镇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浮梁县瑶里镇依托新

四军改编抗日动员大会旧址，瑶里镇党委、政府在
吴氏宗祠打造了党史学习教育微课堂，为游客、村
民设置了爱心驿站，并在爱心驿站提供直饮水、一
次性纸杯，方便游客用水，还准备了急救包，学习
书屋上摆放了红色历史书籍，为来往游客、村民提
供了学习党史的场所，微课堂打造完成之后便吸引
了很多游客驻足。瑶里镇把党史学习教育微课堂上
党课活动日常化，聘请专业人士开展讲解活动，并
在微课堂上播放红色电影。

(张钰琳)

■ 市注册会计师管理中心
日前，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市注册会计

师管理中心组织景德镇诚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景
德镇市明驰资产评估事务所、市知联会、江西永信
会计师事务所党员干部到森林社区进行走访慰问。
走访慰问了居民陈志锁，送上了慰问金。并鼓励他
要树立信心，迎难而上，勇敢面对生活困难，并表
示今后还将竭尽全力为他们排忧解难，精准帮扶，
让他们真正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程仁飞）

■ 大田村
乐平市后港镇大田村党支部盘活红色资源，弘

扬石凌鹤精神，从红色底蕴中汲取力量，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活起来、党员群众动起来、村级经济强起
来。立足“市级标准”，投资300万元新建、改造了
大田村史馆、石凌鹤故居和大田农村党支部，将其
打造成为大田红色教育馆、石凌鹤纪念馆、乐平农
民运动纪念馆。依托村落古戏台，开展古戏台讲
堂、红色舞蹈歌咏等活动，办好红色宣讲报告厅；

依托石凌鹤广场LED屏幕，开展“红色电影播不
停”活动，办好红色影视放映厅；依托诗词协会会
馆，开展党史题材的诗词采风、书画沙龙、手工剪
纸刺绣等活动，办好红色文艺展示厅。

（王金保）
■ 瓷器街社区

近日频繁出现强对流天气，持续的大雨，导致
珠山区昌江街道瓷器街社区的一所居民住房与第九
小学校园内相邻的墙面出现坍塌现象，由于坍塌区
域位于校园内学生活动区域，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
患，该社区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为群众办实事，立即
组织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拉起警戒线，以
免给学生带来伤害。随后，工作人员立即联系相关
居民，了解基本情况，并督促居民尽快将墙面修理
好。同时与辖区房管所联系，就墙面坍塌修理工作
进行沟通。经该社区工作人员的协调沟通，坍塌的
外墙很快得以修整一新。

（陈婷）

原乐平市政协办公楼是乐平市一幢非常重要的革
命旧址，它与红十军创建旧址（乐平众埠界首村祠堂
和戏台）一道被评为第二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1930年8月20日，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攻占乐
平县城，将中共赣东北特委和赣东北革命委员会机关
设在此楼，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中共赣东北特委在
此楼组织了红十军扩编和两次出击赣北的战斗，并在
众埠街叶北桥祠堂召开了赣东北13县雇农代表大会。
1930年 11月27日，国民党第五师向苏区发动疯狂进
攻。当晚乐平县城失陷，赣东北特委等机关转移到德
兴县祥林铺。

经查阅有关资料，询问知情人，原乐平市政协办
公楼是乐平儒林汪家的汪徵元兴建的。

汪徵元，乳名凌振，号荷舟令，乐平镇汪家人，
是汪呈祥之子，排行第五，人称汪老五，大学生，曾
任江西瓷业公司厂长、景德镇商务总会会董、第一届
江西省议会议员、江西涂槎统税局局长和新乐煤矿股
份公司董事长等职，1919年被补选为国会参议院议
员，1924年被聘为黎元洪大总统府顾问。卸任归故里
后，从省城南昌雇来工程队，兴建当时乐平县第一座
西式住宅。

房子为什么建在东大街，又为什么取名“荷园”
呢？当时乐平镇最繁华的地段是大寺上至衙前的南大
街，其次是大寺上至东门口的东大街，这两条街又是
县城中心地段，汪徵元择基时就在这中心区寻觅，因
南大街实在找不到一块既空阔又临街的地基，只有东
大街有一块面积大、堆满煤渣的空地，于是下决心买
下来，然后请农村劳力用三个多月时间运走了堆积得
比房子还高的煤渣，然后基建，1927年建成，房子有
花园、假山，栽花植树，很有气派，为全县之冠。按

当时习俗，有名之士建造的房子都要取一个名字，叫
什么“庐”“居”或者“园”的。汪徵元便请他的堂
叔汪汝梅（字幼丹，前清举人，曾任孙中山秘书，日
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取名，汪汝梅便按汪徵元号荷
舟令的“荷”字，取“荷园”，并亲笔书“荷园”二
字给汪徵元，汪很高兴，立即请石匠备石刻字，嵌在
大门之上。

汪徵元之子汪培基，乳名饶家，号兆藩，解放前
是乐平有名的大胖子，人称“兆藩胖子”。解放后其
家划为大地主，独身一人逃至武汉，不久被抓获，判
刑劳改，“文化大革命”中死亡。因汪兆藩无妻室子
女，又属乐平最大地主，解放后，此房被人民政府没
收。

1949年4月底，二野大军解放乐平，陈赓将军亦
于驻军期间在此驻足。

此楼主体建筑仍完好坚固，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

赣东北特委旧址--原乐平市政协办公楼
施坤顺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浮梁润
泉供水公司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
容，从聚焦主责主业、提升服务保障
出发，公司党员干部职工扎实为群众
办实事、做好事、解难题，使“我为
群众办实事”这句再普通不过的实在
话语充满了温度，赢得了广大群众的
认可。

提升办实事的“温度”
近日，浮梁县鹅湖镇敬老院给浮

梁润泉供水公司下辖的鹅湖新自来水
厂送来一面写有“情真意切将老助 竭
诚服务胜亲人”的锦旗，以表谢意。日
前，鹅湖新自来水厂在实施老旧管网
改造过程中，走访了解到该镇敬老院
的自来水水量小，孤寡老人一直饮用
水质浑浊的井水时，立即组织人员展
开现场勘察，查找到过往车辆碾压水
管导致流量偏小的原因后，快速制定
施工方案，加班加点将新自来水管道
铺设到位，且减免了部分材料、人工
费，受到了孤寡老人们的赞许。眼前

这一幕，也成为了公司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中为群众办实事的一个缩影。

提高办实事的“效率”
浮梁县三龙镇杨家村每逢汛期旱

季，人们愁的不是住行，急的是饮用
水。杨家村麦元组居住着60多户300
多位村民，一直以来村民们生产、生
活用水皆来自于山上流下来的积水。
当供水主管网延伸到该村区域时，该
公司优先考虑麦元组村民饮用水难的
问题，多次进行实地勘察，选定接水
管地点，经过连日来的努力，目前，
杨家村麦元组300多人都饮用上了安
全优质的自来水，并送来锦旗感谢。
该公司将加快农村供水管网延伸工程
的进度，从速解决三龙镇东山下、王家
棚、寺前组等100多户村民饮水难问题。

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让当地
政府放心，让用水户满意，营造和谐的
供水环境，是浮梁润泉公司不变的服
务宗旨，该公司将持续加快和完善城
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提升服务水平，保
障群众安全用水、优质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