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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惠风畅赣鄱
——我省多措并举推动移风易俗走笔

求是坛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对于这个问题，古人的回答是：“人

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意思是说，人
如果不通晓古今的事理，犹如穿着衣服
的马牛。现代人回答得更加直白：“历
史是一面映照现实、透视未来的明镜，
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基石。”参
考这两个答案，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历
史中有经验可取，有规律可循。

述往思来，向史而新。历史是人类
对自身以往思想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记
载，蕴涵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饱含着
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经验与教训。正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注重
从历史中认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的政党，总能顺应历史潮流，保持旺盛
的生机和活力；一个不善于从历史中总
结经验、汲取教训的政党，终将被历史

淘汰。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总
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今天，我们
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历程，决不
是为了从成功的过往中寻找心灵的慰
藉，更不是为了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
挑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向历史寻经
验、求规律、探未来，确保党和人民的事
业根基永固、血脉永续。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
党史学习教育要收获实效，不能停留于
讲一讲党史故事的层面，而要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理解党史故事背后的深刻逻
辑，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
识，从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
量。如此，我们对党的历史才能把握得
更科学、更透彻，脚下的路才会走得更
稳健、更长远。

向历史探未来
——“树立正确党史观”系列谈之四

本报首席评论员 范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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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中，南昌步履坚定，交出了一份质量
高、成色足的答卷。

数据是最好的印证——2018 年
底，该市80个“十三五”省市级贫困村
实现高质量退出；贫困户人均收入由
2015年底的 4102元增至 2020年底的
14134元；现行标准下约4.7万农村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回望来路，该市精准对靶、深挖穷
根，打出了一套扶贫解困的组合拳，探
索出切合实际的特色做法，从高处谋
局，从细处着手，在实处“落子”，汇聚
起决胜全面小康的澎湃伟力。

高处谋局，谋出新路子
南昌贫困人口相对较少，但扶贫

工作“量小责不轻”。
站位高，才能谋长远。近年来，

该市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
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发
展机遇。

为了让贫困村和贫困户早日脱
贫，南昌市形成了“四级书记带头抓、
行业部门齐力抓、驻村干部和基层干
部具体抓”攻坚格局，并充分调动各
方资源，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脱贫
攻坚，构建了全市大扶贫格局。

由新力公益基金会、崛美公益、
工商联、各级商会发起的“99公益日”

“名著小书包”公益活动，以及“百企
帮百村”“千企帮千村”系列扶贫活
动，汇聚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惠
及每一个贫困户。

脱贫攻坚，要引“外力”，更要练
“内功”。近年来，南昌市在发展特色
扶贫产业中，通过强化利益联结机
制，以项目建设、企业带动、能人带头
等方式，为贫困户种下了“摇钱树”。

在安义县鼎湖镇，种粮大户凌继
河依托江西绿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在当地的贫困村成立合作社，优先吸
纳贫困户加入。其中，19户贫困户通
过入股万埠镇下庄村水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户均年收入达1.2万元。

理念新，则路子新。该市还通过
“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等创新
模式，引导1297家新型经营主体通过
订单生产、就地务工、股份合作等方式

参与产业扶贫，带动影响贫困户近2.2
万人，带动贫困户稳定就业2632人。

精准对靶，扶出好日子
好钢用在刀刃上，“扶贫之水”浇

在穷根上。南昌市在脱贫攻坚中，精
准施策、靶向发力，带来一系列看得
见、摸得着的扶贫成效。

新建区象山镇河林村是“十三
五”市级贫困村，由于地势低洼，以往
逢汛必涝，农作物三年两不收。

2015年以来，在南昌市政府办公
室结对帮扶下，该村结合自身紧邻赣
江支流、河多地平的优势，精准施策，
大力发展水产养殖和果蔬等产业。
目前，该村果蔬、河蟹、龙虾、甲鱼等
特色产业连片发展。2017 年 12 月，
河林村脱贫退出；2018年 12月，该村
1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2020
年，村集体收入达到30万元。

（下转第3版）

奏响“三部曲”“昌”通幸福路
——南昌助力脱贫攻坚的实践与启示

本报记者 钟珊珊

清明至，祭英魂。
那一串串永不褪色的名字，璀璨

了历史的星空，标定了精神的坐标。
他们舍生取义，涤净旧日腥脏；
他们艰难求索，引燃真理之火；
他们扎根奉献，点亮温暖人间；
…………
历史不会忘记，从 1840到 1949，

中华民族百年沉沦。
历史更加瞩目，从1949到本世纪

中叶，中华民族百年复兴。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

复兴路。百年来，信仰在奋斗中淬
火，一代代革命先烈秉承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
命，赴汤蹈火、矢志不移，用鲜血和生
命书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凝聚
起亿万人民共创未来的磅礴力量。

追寻初心
清明前夕，巍巍武陵山，料峭山

风浸染着早春的轻寒。
1日一大早，冒着扑面细雨，贵州

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寨镇大

坪村的村民们自发前往公墓，将亲酿
的蜂蜜、精选的花枝摆放在一座黑色
墓碑前，深切缅怀他们的文书记——
大坪村驻村第一书记文伟红。

一年多前，在向深度贫困发起的
最后冲锋中，这位连续七年始终奋战
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共产党员，把整颗
心、整个身都留在了这里，化为一座
精神的丰碑。

还是这片红色的热土。
86年前，刚刚经历了一次命运大

转折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四渡赤水、
遵义战役等一场场铁血鏖战中，奋勇
拼搏、义无反顾，英烈的鲜血染红了
黔山贵水。

时空变幻，英魂不灭。
回望百年，当最早的一批播火者

高擎起第一面鲜红党旗时，集结于这
面庄严旗帜下的革命先驱，便始终牢
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初心使命，在救国、兴国、强国
的征程中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将功
勋镌刻在祖国的大地上。

致敬英烈！

九原板荡的岁月里，他们坚贞不
屈，以铮铮铁骨守初心、以血肉之躯
担使命——

“你是郭亮吗？”
“我承认是总工会的委员长郭

亮，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
“说说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情况。”
“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有

一个。”
“你不说，我会严刑拷问的！”
“家常便饭。”
“我要砍你的头！”
“告老还乡。”——
这是1928年3月，年仅27岁的共

产党员郭亮被捕后，在敌人“法庭”上
的全部“供词”。

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因担
心郭亮在群众中的巨大影响，不及再
审，便将其秘密杀害，并将头颅挂起
来示众。

鲁迅得知此事后，愤然挥笔写
道：“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

李大钊、蔡和森、杨靖宇、赵一曼、
刘胡兰、邓中夏……无数革命先烈为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头颅、洒
热血，勇往直前以赴之，筑起拯救民族
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

苍山巍巍，江水泱泱。
英雄们在绝境中的不屈抗争，撑

起了一个民族的苦难辉煌。
致敬英烈！
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和春潮澎湃

的改革时代中，他们鞠躬尽瘁，以赤子
情怀守初心，以忘我精神担使命——

2日清晨，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
屋脊”的西藏阿里地区，“守墓人”扎
西加措早早来到狮泉河烈士陵园，像
往常一样，查墓穴、扫墓道、清杂草。

在这座海拔 4400多米的烈士陵
园里，97 座墓地分别属于 63 名进藏
先遣连烈士和 34名在建设阿里过程
中牺牲的烈士，其中就包括孔繁森。

“远征西涯整十年，苦乐桑梓在
高原。只为万家能团圆，九天云外有
青山。”这首孔繁森留下的诗篇，生动
概括了他在高原的工作状态：在藏十
年，由援藏到调藏，他为当地的发展
呕心沥血，倾尽所有。 （下转第2版）

初 心 长 留 天 地 间
——献给百年来奉献牺牲的中国共产党人

新华社记者 丁小溪 胡 浩 高 蕾

又到一年清明节。对中国人来
说，这既是礼祭祖先、慎终追远的日
子，也是全民族寄托哀思、祭奠英烈的
时刻。全国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清明
祭扫、缅怀英烈活动，无数普通人在庄
严肃穆的气氛中凭吊追思，重温革命
情怀，表达崇敬之情。

风雨泣英烈，草木悲壮士。打开
中国共产党厚重的百年史册，李大钊、
方志敏、江竹筠、赵一曼、董存瑞等千

千万万英烈，坚守信仰，视死如归，为
真理斗争，为民族牺牲，他们的事迹荡
气回肠，他们的精神激励后人。他们
用鲜血和生命书就的家国情怀和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感天动地、可歌可泣。

饮水思源，知恩图报。在重要的
时间节点，向先烈表达哀思与敬仰，是
对他们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也是对
先烈不朽精神赓续的表白。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

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
前途的国家不能忘记先烈。英雄先烈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是激励中华
民族不断奋勇向前的不竭动力。站在

“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肩负
民族复兴、人民幸福重任的我们，要学
习先烈的优秀品质，发扬先辈的光荣
传统，踏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创造
无愧于先辈的更大业绩。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新华社记者 王学江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舍身为国的
岁月！”3月31日，家住景德镇市珠山区
昌河街道的老兵陈道良，一提起从军的
经历就心潮澎湃。

出生于 1934 年的陈道良，是浙江
省台州市黄岩区人。1950年3月，时年
16岁的陈道良报名参军。由于文化基
础较好，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培训后，陈
道良顺利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
62师的一名文化教员。虽然当时年纪
不大，但陈道良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
军人。在给文化基础较差的战友补习
文化知识的同时，陈道良积极参加军事
训练，刻苦学习军事知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同年
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拉开
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陈道良所在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62师，也开始积
极备战。文化知识和军事知识都比较
丰富的陈道良，被选调为62师炮兵团的
炮兵观察员。陈道良至今记得，当时部
队炮兵团组织了“准炮兵”展开培训，却
没有大炮。后来，有一个战友开动脑
筋，用木头等材料仿制了一门大炮用于
训练，还因此受到了嘉奖。陈道良说：

“尽管当时条件落后，但战士们个个士气
旺盛，训练时人人都非常刻苦。”

1953年3月，训练已久的陈道良随
军奔赴朝鲜战场。陈道良告诉记者，在
战斗前沿，为了隐蔽，战士们住的是“猫
耳洞”，一天到晚都闷热潮湿；吃的食物

则经常是压缩饼干和炒面。但是，就是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战士们依然保持
饱满的精神和高昂的斗志，一心想着如
何奋勇杀敌。

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
金城反击战。第21军负责在北汉江以
东就地牵制南朝鲜军使其不能西调。
陈道良介绍，面对机械化武器装备齐全
的敌军，战士们前赴后继，发起了一轮
轮猛烈进攻。7月底，金城反击战以中
国人民志愿军的全面胜利结束。战争
结束后，陈道良随军留在了朝鲜，帮助
朝鲜进行战后重建。

在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武器装备
优劣悬殊之大，令陈道良记忆深刻。
1956年，退役回国后的陈道良，先后选
择了在陕西和四川的雷达生产企业工
作。1974 年，陈道良又来到了昌飞集
团，作为一名超声波探伤技术人员，一
直默默无闻地为大国重器的生产贡献
自己的力量。“作为一名经过炮火洗礼
的退役军人，此刻我最想大声地说一
句，富强起来的中国，现在底气更足
了！”采访快结束时陈道良如是表示。

“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珠山区昌河街道党工委委员饶洁现场
聆听了陈道良讲述的红色故事后说，

“陈道良老人的深情讲述，让我们更加
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激励着我们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
努力奋斗。”

老兵陈道良：

富强起来的中国底气更足了
本报记者 王景萍

报端亮点

4 月 2 日 ，
靖安县仁首镇机
关全体党员在靖
安县革命烈士陵
园缅怀英烈，重
温入党誓词。连
日来，靖安县各
级党组织、机关
企事业单位、中
小学校等通过清
明祭扫英烈、重
温入党（团、队）
誓词，坚定理想
信念，不忘初心感
党恩、听党话、跟
党走。

特约通讯员
徐仲庭摄

缅怀
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