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清明，位于莲花县升坊镇浯二
村的刘仁堪故里红色教育点显得格外
热闹，一批又一批游客纷纷前来，追寻
烈士足迹、追念英雄风骨。纪念广场
上，一尊高达 3.4米的刘仁堪烈士铜像
巍然耸立，站立的方桌、脚下的文字、捆
绑的枷锁，再现了刘仁堪烈士英勇就义
的场景。

刘仁堪，莲花县人，时任中共莲花
县委书记。1929年1月，湘赣敌军对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以18
个团的兵力分五路向根据地进攻，其中第
三路集中在莲花。当年 5 月上旬，刘仁
堪和县委妇运部长颜清珍秘密回县，途
中到南村坳背宁家村共产党员宁志昌

家歇脚。劣绅朱协民很快侦知，即派人
到县城报告，叛徒王者兴率靖卫队百余
人连夜到南村搜捕。当晚，刘仁堪、颜
清珍等4名共产党员被捕。

时任国民党莲花县县长的邹兆衡
听说捉到了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欣喜若
狂，跑到监狱亲自给刘仁堪松绑，企图
诱降，刘仁堪始终不为所动。敌人便对
他施以各种酷刑，但他仍然坚贞不屈。
恼羞成怒的敌人见无计可施，决定对刘
仁堪痛下杀手。

5月 19日，刘仁堪和颜清珍被反动
派押送到县城南门大洲临时搭起的“审
判台”。遭受酷刑的刘仁堪已是体无完
肤，但看到刑场上围观的百姓，他立刻抖

擞精神，高声喊道：“同志们，乡亲们，反
动派想杀掉我刘仁堪，不准大家革命，这
是痴心妄想！杀了刘仁堪，千千万万的
刘仁堪会起来闹革命！大家要记住我的
话，团结战斗，将来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
我们，反动派绝对没有好下场！”

刑场上围观的百姓闻言后群情激
昂，齐声呼号，令敌人惊恐万状。凶恶
的行刑队士兵随即用枪托砸晕了刘仁
堪，并趁机残忍地剜去他的舌头。不一
会儿，刘仁堪苏醒过来，怒目圆睁，发出
雷鸣般的嘶吼，并奋力挺起胸膛，用脚
趾蘸着淌在地上的鲜血，忍着剧痛慢慢
地写下“革命成功万岁”六个鲜红的大
字，最后壮烈牺牲，年仅34岁。

英雄长已矣，精神昭后人。2019年
以来，莲花县立足刘仁堪故里，按照一
牌、一路、一塑、一碑、一墙、一室、一居、
一墓、一戏、一课“十个一”的目标，打造
了革命烈士刘仁堪故里红色教育点。
人们置身其中，无不为烈士大无畏的献
身精神和革命气节深深折服，更感受到
了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近年来，莲花县大力开展红色培训
和红色旅游，立足红色资源，积极与井冈
山干部学院等红色培训院校合作，深挖红
色故事，建设党性教育基地，每年接待参
加红色培训的学员和参与红色旅游的游
客超过10万人次，逐渐走出了一条“红色
旅游+休闲农业”的产业发展之路。

刘仁堪：铁血铁骨铸忠魂
本报记者 刘启红

竹海苍茫、苍松挺拔，
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又一
次见证了重要时刻。

4 月 1 日，省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专题
读书班把党史学习教育第
一次专题学习的“课堂”放

在了井冈山。省委书记刘奇率省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和省
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瞻仰了井冈山革命烈士陵
园，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聆听了党史专家专题授课，
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感悟党的初心使
命，重温入党誓词，深入学习研讨，接受思想政治的洗礼。
这充分彰显了省委赓续革命传统、弘扬伟大精神、勇担时
代使命的鲜明政治态度，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作
出了示范引领，必将有力推动全省党史学习教育掀起热
潮、深入开展。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
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
作出的重大决策。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我省先后召开了
省委常委会会议、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省委党史学习
教育领导小组会议、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等进行
学习部署，中央宣讲团来赣作了宣讲报告。全省各级党组织
迅速行动、精心组织，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有力有序开展，广大
党员干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星星之火在这里
点燃，共和国的摇篮岁月在这里度过，人民军队的第一枪在
这里打响，工人运动的澎湃大潮在这里兴起，党史上的许多
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共产党人的文韬武略都在这里试
验过、预演过。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
英雄的山、光荣的山，中国革命在这里从胜利不断走向了胜
利。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一直是江西跨越发展的最强原
动力。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自
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切实把党的历
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赓续共
产党人的精神血脉，让革命老区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不断
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追根溯源学好百年党史，继往开来走好新长征路。我
们要坚定理想信念，把江西百年沧桑巨变放到党的百年奋
斗史中去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从井冈山革命斗争开始追
根溯源，更加深刻体会到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深刻认
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来之不易，让百年党史淬炼理想信念，照亮新征程。我
们要深刻感悟思想伟力，读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
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切实学精悟透用好马克思
主义这一看家本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我们要勇于攻坚克难，发
扬井冈山斗争时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锚定江西进入新
发展阶段的新定位新目标新使命，永葆“闯”的精神、“创”
的劲头、“干”的作风，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不断
攻克前进道路上的“娄山关”“腊子口”。我们要践行根本宗旨，坚持人
民至上，始终依靠群众，切实把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
起来，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
各项“急难愁盼”问题。我们要弘扬优良作风，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老
一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和光荣传统发扬开来,把他们开创并为之奋斗
的事业接力下去，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保持革命到底的精气神，
勇当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实践者、奋进者、搏击者，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望是为了更好地出发。站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让我们追根溯源学好百年党史，继往开来
走好新长征路，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描绘好新时代江西
改革发展新画卷，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奋力
谱写江西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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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井冈山讯（记者刘勇、魏星）4
月 1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
暨专题读书班在井冈山举行，省委书记
刘奇主持。他强调，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新
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深刻认
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宝贵经验，大力弘
扬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
追根溯源学好百年党史、继往开来走好
新长征路，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江西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
建党100周年。

易炼红、叶建春、刘强、施小琳作了
交流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省检
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正值清明时节，与会同志怀着崇敬
的心情来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敬献
花篮。刘奇上前整理缎带，与大家一起
三鞠躬，深切祭奠缅怀革命先烈。在烈
士陵园悼念大厅前，面对鲜红的党旗，
刘奇领誓，与会同志举起右拳庄严重温
入党誓词。随后，大家参观了井冈山革
命博物馆，再次感悟伟大的井冈山精
神，感悟党的初心与使命。学习研讨
时，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陈胜华教授专
题讲解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

刘奇总结回顾了我们党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历史特别是井冈山斗争史，
他指出，我们来井冈山追根溯源，就是
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
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强大力量，
切实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努力描绘好新时代江西

改革发展新画卷。
刘奇强调，要坚持立根铸魂，在坚

定理想信念中强化精神支柱。坚定理
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也是
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们学习党的百年
历史，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
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信心，切实把理想信念作为
照亮前路的灯、把准航向的舵，自觉以
先烈先辈为镜，经常补“钙”壮“骨”，始
终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
践者。

刘奇强调，要坚持思想引领，在感
悟思想伟力中加强理论武装。坚持以
科学理论引领、用科学理论武装，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根
本保证，也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学好
党史，我们要更加自觉地用党的创新理
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根本上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

刘奇强调，要坚持敢闯新路，在不
断攻坚克难中担当历史使命。实事求
是、敢闯新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
灵魂，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
法宝。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要紧跟新
时代、对标新要求、勇担新使命，永葆

“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推动创新引领、
深化改革攻坚、促进开放提升，加快推
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奋力开创各项事
业发展新局面。

刘奇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在践
行根本宗旨中凝聚磅礴力量。为人民
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我们党始终
不渝的初心和使命。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我们要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
认识，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拜人民
为师，为人民服务，扎实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
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以兴赣富民的实际成效告慰革命
先烈。

刘奇强调，要坚持永葆本色，在勇
于自我革命中弘扬优良作风。艰苦奋
斗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
我们要以史为鉴，自觉以先烈先辈为
镜，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坚持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终身课
题，勇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始终保持“赶考”的政治
清醒、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坚决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自觉正人
品、立官德、强党性，坚决破除“四风”顽
疾，严守道德法纪底线，锤炼忠诚干净
担当的政治品格。

易炼红指出，要坚守信仰高地，把
传承弘扬井冈山精神转化为对党绝对
忠诚的政治自觉，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让对

党绝对忠诚体现在对习近平总书记的
看齐追随上，体现在对理想信念的坚
定不移上，体现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和各项决策部署的坚决执行上。要
勇担时代使命，把传承弘扬井冈山精
神转化为持续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知责于
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努力在攻坚
克难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奋力开拓
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境界。要
强化宗旨意识，把传承弘扬井冈山精
神转化为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追求，
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永不脱离群众，一心为了群众，充分发
动群众，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为载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
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要严守党的纪律，把传承弘扬井
冈山精神转化为净化政治生态的不懈
行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含
糊，锤炼优良作风不松劲，永葆清正廉
洁不褪色，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
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始终把纪律和规
矩挺在前面，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的忠实传人。

易炼红强调，作为在江西这块红土
圣地上工作的每一名党员尤其是领导
干部，必须自觉传承弘扬井冈山精神，
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
担当，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江西篇章，以优异成绩
庆祝建党100周年。

刘奇在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专题读书班时强调

追根溯源学好百年党史 继往开来走好新长征路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江西篇章
易炼红叶建春发言

本报讯 （记者刘佳惠子）3 月
31日 17时许，随着一声汽笛长鸣，
X9238次中欧班列满载机械设备、
冷柜及日用百货等 50 个标准集装
箱货物，缓缓驶出赣州国际港站，
将途经霍尔果斯口岸，前往乌兹别
克斯坦塔什干。记者从中国铁路
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 3
月以来，赣州国际港中欧班列业务
较前期更为繁忙，开行频次由原先
的 1周开行 2至 3趟，变更为每 2日
开行1趟。

据了解，自 2016年 5月建成并
投入使用以来，赣州国际陆港已相
继打通了四大国门和沿海港口群，
常态化开行19条中欧(亚)班列、4条
铁海联运班列和 19 条内贸班列线
路，运行线路辐射全球 50%以上面
积，已成为江西联通欧亚大陆桥的
黄金通道，线路全、辐射广、效率高。

为做好中欧班列运输组织，南
铁赣州国际港站科学制订中欧班
列开行方案，对中欧班列实行优先
承运、优先装车、优先挂运，优化运

转、调车、货运作业流程。与赣州
国际陆港、赣州海关等部门加强协
调配合，不断提升班列组织、报关、
查验和装卸效率，全力保障中欧班
列顺利开行。

据统计，今年以来，赣州国际
港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65列，同比
增长 128.5%。赣州国际港站将进
一步加强引入跨境电商卖家企业，
引进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助力
赣南老区的家具、服装等企业走向
国际。

赣州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

本报井冈山讯 （记者刘勇）4
月 1 日，我省与国家电网公司在
井冈山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共赢
发展。

省领导刘奇、易炼红、殷美
根、赵力平在签约前会见了国家
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辛保
安，党组副书记韩君一行。双方
共同见证签约。

刘奇对国家电网公司在电
力保供、设施建设、脱贫攻坚等
方面给予江西的大力支持表示
感谢。他说，在全国上下深入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国家电网
公司来到江西调研并深化与江
西合作，充分体现了革命情怀和
政治担当，体现了对革命老区的
关心支持。

刘奇指出，电力是发展的先
行官，事关发展与安全，事关民生
福祉。“十四五”期间，是江西转型
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迫切
需要强有力的电力保障与支持。

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双方进
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切实保障江
西电力供应、推动电网发展，实现
共赢发展。我们将为国家电网公
司在赣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环
境、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辛保安表示，江西发展势头
好、后劲强，对电力需求旺盛。我
们将持续深化与江西的合作，在

“十四五”期间加大对江西的投资
力度，推动特高压入赣工程建设，
强化电网建设和电力保障，为江
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安全可
靠的能源保障。

根 据 协 议 ，双 方 将 坚 持 创
新 引 领 、遵 循 共 建 共 享 、实 现
优势互补，大力推进电网高质
量发展、加大能源电力保障服
务，切实落实国家“3060”碳达
峰 、碳 中 和 目 标 ，推 进 具 有 中
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
企业战略在江西落地实施，更
好服务江西省经济社会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

我省与国家电网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刘奇易炼红会见辛保安一行

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精
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在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
时刻，4月 1日，省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和
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集体来
到井冈山，举行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
体学习暨专题读书班，追根溯源学好百
年党史、继往开来走好新长征路。

清明时节，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
松柏苍翠、庄严肃穆。与会同志怀着崇
敬的心情来到这里敬献花篮，省委书记
刘奇上前整理缎带，与大家一起三鞠
躬，深切祭奠缅怀革命先烈。烈士纪念
堂，一位位先辈的英雄事迹，一位位先
烈的慷慨赴难，深深感染、激励着与会
同志。革命烈士英名墙上，镌刻着
15744 名井冈山斗争时期牺牲先烈的
姓名。还有 3 万多名烈士没有留下姓
名，洁白圣洁的无名烈士碑无声铭记
着他们的不朽功勋。刘奇、易炼红等

省领导在英烈墙、无名碑前久久驻足、
无限追思。刘奇满怀深情地说，他们
都是我们的祖辈父辈，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革命先烈，要始终
牢记他们为什么而出发、为什么而奋
斗、为什么而牺牲，从他们的英雄事迹
中汲取攻坚克难的强大奋进力量，进
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激发实干动力，以
兴赣富民的实际成效告慰革命先烈。
随后，在烈士陵园悼念大厅前，面对鲜
红的党旗，刘奇领誓，与会同志举起右
拳庄严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话语，
是对革命先烈的承诺，是对推动江西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秋收起义、井冈会师、黄洋界保卫
战……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刘奇、易炼红
等省领导瞻仰一件件文物展陈、倾听一段
段党史介绍，深情回顾井冈山的峥嵘岁
月，再次感悟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感悟党
的初心与使命。讲解曾志同志生平事迹

的是她的孙子石金龙。石金龙声情并
茂地回忆起奶奶让他父亲在井冈山终
生务农，婉拒他“农转非”的故事，石金
龙说，现在，他越来越理解奶奶当年的
做法。刘奇接过话说，曾志同志的事迹
我们耳熟能详，每次听后都很感动、很
受教育。曾志同志大公无私、红色家风
的背后，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矢志
追求。我们要传承好优良传统、继承好
红色基因，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学习研讨时，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陈胜华教授专题讲解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历史。陈胜华以初心使命为主
题，以时间为叙述线，系统回顾了党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时期，承担的历
史使命、作出的历史贡献，全面阐述了
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是谁、到
哪里去、做什么、怎么做”的奋斗史、成
长史。与会同志边听边记，很受启发和
触动，大家结合自学、实地感悟、教学讲

学进行了交流研讨。大家一致表示，井
冈山是英雄的山、革命的山。井冈山革
命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
篇，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省委把理
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专题读书班，
放到革命圣地井冈山来举行，缅怀革命
先烈、接受红色教育、学习党的历史，是
一次动人心魄的浸润式学习，是一次坚
定理想信念的思想洗礼。我们要从党
史学习教育中，汲取丰厚政治营养、坚
定信念营养、优良作风营养、奋发进取
营养，进一步激发革命斗志，保持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 聚焦“作示范、勇争先”目标定位和

“五个推进”重要要求，勇于突破陈规，
勇于攻坚克难，勇于争创一流，奋力谱
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江西
篇章、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画
卷，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从党史中汲取营养 在感悟中奋发力量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专题读书班侧记

本报记者 刘 勇 魏 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