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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最

难得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我们

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
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要教育引导全
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
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扎实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要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
识，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色。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
金石。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为人
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
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回望
过去，我们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人民根本利益
而斗争；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战争、赶走日本侵略者，是为人
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
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
争；领导人民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是
为了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
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章明确
规定，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
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
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完成党
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的鲜明宣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党的力量源
泉。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
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大革命失败后，30多
万牺牲的革命者中大部分是跟随我们党闹革命的人民群
众；红军时期，人民群众就是党和人民军队的铜墙铁壁；抗
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广泛发动群众，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
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淮海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
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人民群众干出来的；改革开放的历史
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一百年来，从建党的开天辟
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这些伟大成就的
取得，靠的就是始终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始终同人民
群众保持血肉联系；靠的就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永远为人民利益而奋斗。

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要不断砥砺初心使命，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增强历史自觉、厚植人民情怀。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石
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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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初心和使命，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方志敏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写下

“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红军战士把仅有的一床
被子剪下一半留给群众，使老百姓认识到“共产党是只有一床被子也要分一半给
你的好人”。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
己”。黄文秀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
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
身课题。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巩固发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成果的重大举措。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坚定理
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的百年非凡历程中汲取
坚守初心使命的营养剂和动力源，时时叩问初心、处处践行使命，永远保持“赶考”
的清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
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

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为民造福
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党史学习教育不仅要让广大党员、干部受洗礼、有提升，也要让
群众受教育、得实惠。党中央把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学习教育的重
要内容，目的就是推动全党把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在为民排忧解难中自觉践行党
的初心使命。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
问题结合起来，防止学习和工作“两张皮”。要强化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首先是立
足本职岗位为人民服务，发挥好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还要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
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切实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
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才能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
成效，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永葆初心，才能走得远。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
场，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
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我们就
一定能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
业。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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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都河畔，月亮攀上了故乡的
屋檐。

江水起伏光点闪烁，像是一颗颗
跳动的归心。

80多年前，你告别家乡，踏上征
途。中央红军8.6万余人的长征队伍，
仅剩3万多人。无名烈士，难以计数。

你的名字，化作散落的红星。
人们一次次沿着你的足迹，寻找

你的名字；人们一遍遍走进历史深
处，重温你的故事。

你的故事，成为一个民族永远的
记忆。

你的精神，铸就一个民族信仰的
丰碑。

你的名字，是散落的红星
“始生三月而加名”，“男子二十

冠而字”。对于中国人而言，名字是
一个人人生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的见证。

在 中 央 红 军 长 征 集 结 出 发
地 —— 江西于都，英名墙上 16356
位烈士的名字依籍贯整齐排列，这
些金色的名字在红褐色大理石上熠
熠生辉，而据碑文所述：“犹有数以
万计之烈士，姓名无考，故有留白，
喻其圣洁。”

红色，是于都最鲜艳的底色；长
征，是于都最动人的记忆。其中，既
有国情，也含家思。

苏区时期全县6.8万余人参加红
军，几乎每5人中就有1个参加红军；
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于都
籍烈士倒下。

“然而，在长征途中倒下的一万
余名于都籍烈士中，只有少数人的事
迹被记载流传，另有6643人北上无音
讯，而绝大多数连名字都没留下。”这
样的对比，让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
馆长黄发斌深感痛心。

英雄走时，虽然无名；英雄走后，
不该寂寞。为寻访烈士英名，补全英
烈事迹，2019 年以来，于都县革命烈
士纪念馆寻访工作组队员两次外出
寻访，行程超过一万公里。

一路上，寻找到的每一条线索、
核对过的每一组数字、英烈后代的每
一次回忆都让他们感受到，越是走进
历史深处，越是发觉历史的沉重。

广西，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
念园。他们看到一处开阔的石头阵，
每块石头下面都安葬着无名烈士的
遗骸，与周围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
融为一体。

贵州，遵义红军烈士陵园。英名
墙上镌刻着1338个英烈的名字，“90
后”队员蔡铭对照于都籍烈士名录一

个一个进行核对，看着这些和自己年
纪一般大就牺牲的战士，他的心被狠
狠地刺痛了。

身处广阔无垠的若尔盖大草原，
一股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湍流而来。
黄发斌情不自禁地哼唱起《长征组
歌》，“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
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
难……”

“对于英烈来说，留不留名或许
并不重要。但作为后辈，我们有责任
去寻找，这既是对烈士英灵的告慰，
也是对家国记忆的延续。”截至目前，
黄发斌等人已找到7名散落在外的于
都籍英烈，另有280名英烈的相关信
息有待进一步核实。

你的名字，是不朽的丰碑
如果以人数算，于都县革命烈士

纪念馆找到的名字并不多，但每一个
名字都弥足珍贵，字字千钧，蘸满了
家国情怀。

2019 年 7 月，河北省石家庄，烈
日灼人。

寻访组队员赖金玉风尘仆仆地
赶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得知她的
来意后，陵园相关人员深受感动，并
将江西籍烈士的相关资料交予她。

赖金玉从中找到了杨承德、邓典
龙、钟奇等三位英烈的名字。隔着八
十余年的光阴，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
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他们长征到达陕北后，都在抗
战中牺牲，但家乡的人们并不知晓他
们的经历，更不了解他们的事迹。”赖
金玉回到于都后，便着手联系当地电

视台为烈士寻亲。
一年后，赖金玉接到一个来自唐

山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大姐说，自己
的父亲赖富和钟奇、邓典龙是战友，
他们的名字均在父亲的回忆录上出
现过。

赖金玉等人循着这一线索，逐渐
确定了钟奇、邓典龙等人于都籍的身
份，他们的相关事迹也愈加清晰。

“河北之行的收获，给了我们很
大信心。”2020 年 10 月，黄发斌带队
沿长征沿线进行第二次寻访。

在贵州黄平县，他们亲历了一场
阔别八十余年的相逢。

“于都老家来人了。”见到黄发斌
等人，失散红军钟兴明（又名钟元享）
的子女们热泪盈眶。

钟兴明是于都靖石乡人，在长征
途中因伤掉队留在黄平县安家。他
曾告诉子女，在黄平牺牲的红军战士
中有很多是于都老乡。找到这些战
友的遗骸并将其安葬，是老人生前未
了的心愿。

老人去世后，当地村民在修路时
才偶然发现其中一具红军烈士的遗
骸。据党史部门考证，1934年12月，
这名于都籍战士被在此设伏的敌人
杀害。

黄发斌一行人随钟兴明的女婿
张礼平来到这位无名英烈的墓前。
墓碑无言，像一双深沉的眼睛凝视着
站在它面前的人。

众人深深鞠躬，伫立良久。
长征沿途，散落着难以计数的无

名英烈，或因负伤，或因疾病牺牲，还
有的为不当俘虏而选择跳崖，有的则

被敌人集体坑杀。多少年来，这些忠
魂埋骨他乡，他们生前有过怎样的期
待呢？

你的名字，是永恒的信仰
长征，是时代留给这片热土血脉

相承的烙印。
46 岁的肖庆根是仙下乡西洋村

第一书记，他从未想过自己和强渡大
渡河的红军勇士会有怎样的联系。

于都河——大渡河，山水相隔
1900余公里。

直到 2020 年 10 月，于都县革命
烈士纪念馆寻访工作组来到位于四
川石棉县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
河纪念馆。

在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名单
中，他们发现，其中赫然写着“萧汉
尧”三个字。莫非几十年遍寻不到的
肖汗尧，就是他？

“我们将从于都带去的材料和四
川方面记载的姓名、部队编制等信息
进行比对发现，这个‘萧汉尧’就是我
们于都的肖汗尧。”黄发斌说。

肖汗尧，1930 年参加革命，长征
后“北上无音讯”。

肖家长辈只知道肖汗尧参加了
长征，却不知他的下落。他们担心，
当老人们逐渐过世，“肖汗尧”这个名
字所承载的一段记忆会慢慢褪去。
于是，根据赣南风俗，肖庆根的父亲
肖湖北在年幼时被过继给肖汗尧。

“肖汗尧是我叔叔，我奶奶等他
等了一辈子。临终前，都还在念着他
的名字。”年近七旬的肖湖北对这位
从未谋面的叔叔知之甚少。

从黄发斌口中得知肖汗尧的事
迹后，肖湖北和家人喜极而泣。原
来，他们从小便知道的“十八勇士”中
竟然有自己的至亲。

“这一定是特别的缘分。”肖庆根
在八一建军节那天出生，后报名从
军，是一名有着 16 年军龄的老兵。
2017年，他被选派为西洋村第一书记
后，便扎根基层，带领村民从脱贫攻
坚迈向乡村振兴。

走过八十多年风雨，这片土地上
的红军后代，正传承着祖辈的长征精
神，续写着新的报国传奇。

在于都，以长征、红军、长征源命
名的学校、街道、场馆比比皆是，长征
精神与其中蕴含的红色基因，在一代
又一代人的血脉里流淌。

数日前，一场淋漓的春雨,洗尽了
英名墙上的尘灰，碑文愈显清晰——

“岁月沧桑，烈士之遗骨无以觅
焉，唯余英雄事迹，为后人念也。”

（新华社南昌4月11日电）

连日来，每天早上，赣州蓉江
新区党员干部职工手机微信上都
会收到涉及党史故事、党的历史
瞬 间 等 党 史 知 识 。 大 家 纷 纷 觉
得 ，尽 管 推 送 的 篇 幅 小 ，但 内 容
丰 富 ，是 每 天 额 外 的 一 份“ 营 养
早餐”。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蓉江
新区注重学在日常，创新提出“四
个一”的学习方法：每日一学、每日
一听、每日一悟、每月一分享。通
过每天早上转发《党史故事 100 讲》

《党史百年天天读》等党史知识，引
导全体党员对党史的主要脉络有
基本了解，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
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有基本掌握，
鼓励大家通过微信反馈、笔记本记
录当天学习领悟，各党组织每月不
定期结合具体工作开展党史学习
心得分享活动，为深化学习教育打
下坚实基础。

在强化党员干部自学的基础
上，蓉江新区坚持每月“学习日”制
度，深化“3+X”学习模式，结合“三

会一课”和主题党日，以制定一个
学习计划、讲好一堂专题党课、举
办一次专题读书班、开展一次专题
讲座、观看一场红色电影、撰写一
篇学习体会等七种形式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深入人心。

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中
小学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活
动、在屋场会上讲党史故事、把“党
史小讲堂”搬进公园特色书吧……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蓉
江新区结合“永远跟党走”群众性

主题教育活动，在全社会开展以党
史为重点的“四史”宣传教育，充分
利用本地红色资源，组织干部职
工、学生前往潭口武装暴动会址参
观学习，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在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宣讲，在项目
工地上开展“党史读书会”，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进机关、进校园、进企
业、进农村、进社区、进网络，以丰
富多样的形式掀起党史学习教育
热潮。

（谢称利）

赣州蓉江新区：党史学习入脑入心

寻 找 你 的 名 字
——一份不断延长的英烈名录

新华社记者 胡锦武 赖 星

新华社北京 4 月 11 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组织开展“永远
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
通知》，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作出安
排部署。

《通知》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以“永远跟党走”为主题，组织开展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性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
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
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激励和动员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奋
进、攻坚克难，立足本职岗位作贡献，
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热情转化为
实际行动，为确保“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通知》明确，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分
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 2021 年
5 月前，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全国两会和全国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精神，展示“十三五”
时期发展的辉煌成就，宣传“十四五”
时期发展的美好前景。第二阶段为
2021年5月至年底，六七月间形成高
潮。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党中央正式宣布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组织开展主
题突出、特色鲜明的群众性主题活动。

《通知》指出，要广泛开展各类群
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一是党旗
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活动。引导各
领域基层党组织紧紧围绕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围绕完成本地区本部门本
单位中心任务，奋发进取、建功立
业。二是入党宣誓活动。利用革命
旧址、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等红色

资源，组织开展新党员入党宣誓活动，
开展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动。三是讲
党课和优秀党课展播活动。广泛开展

“党课开讲啦”活动，组织各级党组织
书记、党员领导干部、优秀共产党员、
老党员等讲党课。各级电视台等新闻
媒体和党员教育平台开设专题专栏，
集中展播一批精品党课。四是学习体
验活动。聚焦建党百年、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精
心设计推出一批学习体验线路和精品
红色旅游线路，引导干部群众就近就
便开展实地考察、国情调研。五是主
题宣讲活动。广泛组织开展百姓宣讲
活动，邀请重要事件亲历者和见证者、
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特别是时代
楷模、最美人物等深入基层开展巡回
宣讲。六是青少年心向党教育活动。
制作播出“开学第一课”电视专题节
目，组织全国大中小学开展专题党团
队活动等，引导广大青少年加强政治
理论学习，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自觉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
实实践者。七是各类群众性文化活

动。组织开展主题作品征集和展示展
播活动，开展微电影、微视频等融媒体
宣传活动，开展红色题材影视剧展
播。巩固深化国庆新民俗，广泛开展
全民国防教育活动，深化“我们的节
日”活动，在城乡社区举办邻居节，推
动形成良好风尚。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坚
持正确方向，注重思想内涵，把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营造

“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浓厚社会氛
围。要紧密结合实际，创新方式方
法，多用群众喜欢听、听得进的语言，
多建群众爱参与、能参与的平台，组
织开展各类特色鲜明的活动，增强宣
传教育的实效性和感染力。要精心
组织安排，加强组织领导，务求取得
实效。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精神，力戒铺张浪费。牢固
树立安全意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确保各项活动安全有序。

《通知》还同时发布了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宣传标语口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组织开展
“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一名老红军后代在于都烈士纪念园英名墙上寻找亲人的名字（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赖 星摄

梨花俏 游客笑
4月11日，游客在园区内拍摄梨花。当日，河北省迁安市杨家坡民俗文化园

第五届梨花节开幕，满园梨花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近年来，迁安市大力推动
全域旅游，着力发展休闲农业和旅游观光。目前，该市已建成观光园、采摘园等各
类休闲农业园区和农庄23个，休闲农业特色旅游村55个。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新华社北京 4 月 11 日电 （史竞
男、杨海波）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的

“读掌上精品 庆百年华诞——百佳数
字出版精品项目献礼建党百年专栏”
11 日上线启动。中央重点新闻网站、
重点数字阅读平台、新媒体网站等19
家网络平台参与设立专栏，集中上线
100个数字出版精品项目，即日起向社
会免费开放100天。

据介绍，100个数字出版精品项目
从1000多个项目优中选优产生，包括
数据库、数字出版平台、AR出版物、融
媒体出版物、有声读物等，集中展示数

字出版讴歌新时代、满足新需求的优
秀成果，以百佳数字出版精品献礼建
党百年。

有关部门、项目单位、中央重点新
闻网站、数字阅读平台等方面代表参
加了启动仪式。

19家设立专栏的平台为：人民网、
新华网、央视网、光明网、“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中国文明网、党建网、新华
书店网上商城、中图易阅通、中文在
线、咪咕阅读、掌阅、沃阅读、文轩网、
天翼阅读、微信读书、京东读书、喜马
拉雅、快手。

百佳数字出版精品项目
献礼建党百年专栏上线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