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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瑞金红井旧址。

红色之路

4月10日，记者沿着大广高速来到位于瑞金的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部交通管理局旧
址，一张泛黄的《中央给赣西特委的综合指示信》上，可以
看到 1930年前后，各级地方党政机关和军队系统都陆续
建立了相应的交通组织。

据介绍，当时中华苏维埃境内多为穷山僻地，不但铁路
稀少，公路通达度也很低。各地道路狭窄不平，河道阻塞，交
通十分落后，给人们带来诸多不便。为了发展苏区经济，党
和苏维埃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尽一切可能动员民
众修路架桥，疏通河道，开辟出一条条交通干线。

90年后的今天，瑞金已形成济广高速、厦蓉高速“一纵
一横”高速公路网络布局，有瑞金东、瑞金南、瑞金西、瑞金
北四个高速公路出口。瑞金还把绕城高速列为瑞金市“十
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2021-2025年）重点任务，
瑞金道路的变迁正是江西高速公路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

如今，江西高速公路路网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 3.7公
里，是全国平均路网密度的 2.5 倍。已打通 28 个出省通
道，基本形成了“四纵六横八射十七联”的高速公路网。纵
横在红土地江西境内的一条条高速公路，将许多红色遗
迹、红色记忆连在一起，形成一条条红色之路。

记者驱车从南昌出发，一路从大广高速公路经吉安泰
和至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沿途有江西赣州苏维埃政
府、原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印刷厂等红色旧址。

沿着高速经赣州至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这
里是长征精神发源地。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下，经
常可以看到一群人，穿着红军服聚在一起唱《长征组歌》，
他们是于都长征源合唱团。

在瑞金红井旧址旁，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喝上一口甘
甜的井水，感受共产党人当年“为群众办实事”的初心；在
朱毛红军挑粮小道上，一群扛着红旗、挑着扁担、穿着红军
服的队伍正在体验当年红军挑粮上山的艰辛。沿着高速
公路看江西，红色标识随处可见、红色景点人人熟知、红色

歌曲人人传唱。

发展之路

井冈山，这片红色沃土，山有故事，水有传奇。两年零
四个月的井冈山革命斗争，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孕育了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留下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
经典红色故事和 100多处革命旧居遗址。这段永不磨灭
的红色记忆，赋予了这片土地不朽的灵魂和生机。

近年来，贯通省内外，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路网，使得
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为井冈山红色旅游的
兴起打下基础。井冈山依托深厚而独特的红色资源，创造
性地推出了集体验式、参与式、互动式为一体的红色教育
培训“井冈模式”，让这里的红，红得更加耀眼，红得充满力
量。目前，井冈山实现了红色教育培训由规范快速发展向
高质量发展的飞跃，培训的学员已遍及全国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

红色培训与旅游、工业、农业等业态高度融合，辐射带
动了一大批特色小镇发展及乡村旅游，有力助推井冈山成
功创建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一些红色培训项目有
效带动了贫困村、贫困户脱贫摘帽，神山村、坝上村等乡村
通过“红军的一天”红色培训体验项目，促进当地贫困群众
户均年增收2.3万余元。

“我从2012年开始参与到红色培训的接待中，主要是
为客人制作‘红军餐’。这几年参加红色培训的人越来越
多，我每年的收入都有增加。我们村是井冈山最早的脱贫
村，脱贫以后，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井冈山茅坪乡坝上
村村民肖富明高兴地告诉记者。

不仅仅是带动红色旅游，蜿蜒伸展的高速公路为沿线
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也注入了不竭动力。

4月 9日，记者驱车从厦蓉和宁定两条高速公路交会
的互通下高速公路后，行驶5分钟就来到于都县禾丰兰花
小镇，看见这里游客络绎不绝。如今，这里已成为全省规
模最大、标准最高的兰花基地。

“当初选择在禾丰镇投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考虑这
里毗邻高速路口，鲜花晚上在于都装车，第二天早上就能
在广州花市的早市售卖。”鑫悦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运营部经理朱锦欣这样说道。目前，公司种植兰花 600
余亩，年产值达 1.6 亿元，带动当地约 300 户农民脱贫
致富。

瑞金市发改委重点办副主任朱建华告诉记者：“高速
公路为产业发展带来极大便利，不少大项目陆续落地革命
老区。2020年济民可信集团有限公司在瑞金投资了50亿
元，建设九华食品医药科技园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
现销售收入 10亿元。同年，创办于泰国曼谷的外资企业
正大集团与瑞金市政府签约，投资 51亿元建设百万头生
猪全产业链项目，满产后可实现年产值约62亿元。”

如今，这片红土地培育产业能力显著增强。赣南等原中
央苏区振兴发展实施以来，赣州和吉安先后推动赣州稀土和
钨、南康家具、吉安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千亿元，
赣州稀土集团、合力泰、立讯射频等龙头企业加速壮大。

传承之路

“我37岁那年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奶奶，她是一
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她对我们说‘我不仅是一个女人、
一个战士，更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对自己走过的路无怨无
悔，我对自己的信仰至死不渝’。”4月 9日，在井冈山国脉
宾馆的3楼会议室，已经68岁的石金龙正在给一群学员讲
述自己和奶奶曾志的故事。石金龙退休前一直在井冈山
垦殖场工作。退休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人请他讲跟奶奶
之间的故事。此后，他开始参与到红色培训中，宣讲奶奶
的红色精神。

在井冈山，类似石金龙这样的人还有不少。全国道德
模范毛秉华，自1968年调任井冈山博物馆馆长起，就成为
井冈山精神第一宣传员。50年间，毛秉华义务作了 1.5万
余场井冈山精神宣讲报告，覆盖听众达220万人次。2018
年 7月，毛秉华因病逝世，但他的事业后继有人。在毛秉
华的鼓励下，海外留学归来的孙子毛浩夫从南昌辞职返回

井冈山，开始跟着爷爷学习党史。
如今，毛浩夫是江西干部学院现场教学老师。在他看来，

这是一种使命的传承，他说：“爷爷一辈子都在守望井冈山精
神，我要接过他的接力棒，让井冈山精神的火种生生不息。”

“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嘞哎，小心路上就有石头，疼到阿
哥脚趾头，疼在老妹的心哪头……”4月9日，被誉为“井冈
山上百灵鸟”江满凤现场为记者演唱了一首《红军阿哥你
慢慢走》，淳朴的歌声令许多游客深受感染。她是老红军
江治华烈士之孙女，是龙潭景区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江
满凤因演唱一首激荡人心、感人肺腑的《红军阿哥你慢慢
走》而出名。出名后，有外地企业家出重金邀请她出唱片，
从事演艺事业。江满凤都一一谢绝了。她说：“那些岗位
不适合我，我是红军的后代，我要把爷爷留下的红歌唱给
更多的人听，让他们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

4月 10日，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下，记者
见到了古田中学的退休老师易克美，她参加了于都长征源
合唱团。谈起爷爷当年的事情，易克美两眼湿润了。她哽
咽着说：“爷爷19岁就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牺牲了。现在的
幸福生活都是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我们唱《长征组歌》就
是要继承革命先辈的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不只是在井冈山和于都，在全省各地，红军后代们、红
色故土的后人们都在用实际行动传承着红军当年的精
神。激活红色记忆、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已经成
为红色江西一道“亮丽风景线”。

初心之路

走进叶坪乡，厚重的历史扑面而来。90年前，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正是在这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建国的伟
大预演。踏上“一苏大”旧址所在地，“踏着先烈血迹前进”
八个苍劲大字不禁让人想起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与“一
苏大”旧址相隔约 200米的一栋红色建筑，是叶坪乡人民
政府，在这里工作的叶坪干部，每天抬头第一眼看见的便
是“红星”和老一辈革命家生活和工作的旧址。

继承了先辈遗志的叶坪干部，在脱贫攻坚战中，勤奋
耕耘、敢为人先，带头探索出了脱贫攻坚战的“叶坪经
验”。2018年，江西省最大农业人口建制乡叶坪乡，贫困人
口2308户8908人全部实现脱贫，7个“十三五”贫困村全部
退出贫困村序列。2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
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瑞金市叶坪乡成为我省唯一
受表彰的集体，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在红色熏陶下成长的叶坪儿女，热爱、建设、守卫这
片红土地成了一代代人的情怀。今天以党史学习教育为
契机，干部们发扬当年苏区干部的好作风，积极践行‘我为
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
结合起来，推动叶坪朝着更美更富的目标前进。”叶坪乡副
乡长薛华建不无感慨地告诉记者，叶坪的干部经常说的一
句话就是：“叶坪的工作，没有取得先进便是落后。”

同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在于都县葛坳乡桐溪村，一个
身穿迷彩军服的矫健身影走村串户，穿梭田间地头。这个
身影就是被当村民亲切称呼为好书记的张李长。“我的骨
子里流淌着红色的血液。”张李长说，他的太爷爷张复棋在
上世纪30年代，同黄经耀将军报名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曾
是红一军团的司务长，1932年牺牲。秉承前辈遗志，2008
年12月，张李长参军入伍，多次立功受奖。

退役后张李长来到县人民武装部工作，被安排到葛坳
乡桐溪村当扶贫队员。他迅速融入工作之中。张李长帮
助村民发展富民产业；今年春耕备耕，他日夜奋战带领乡
亲们修建一条2公里长的机耕道，使得村里近百亩的荒田
得以开发……他说：“当年，红军正是帮助群众修路架桥、
打水井、割稻子、分田地，才赢得了群众的衷心认可。现
在，我们共产党人依然要永葆为民服务这个初心，你把群
众放在心上，群众就会把你捧在手上。”

…………
岁月无言，沧桑行过。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是

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变的初心。从破茧而出，到在赣鄱大
地上蜿蜒纵横，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推动者，迅猛发展的高
速公路正在为红色江西快速走向现代化，实现绿色崛起提
供强有力的基础支撑。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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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只有赋予精神才具备灵魂，历史不断传承
精神才能永恒。江西是人民军队的摇篮、中国革命
的摇篮、共和国摇篮所在地，有着非常丰富的红色
资源。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充分利用、
发挥好红色资源优势，对奋力推动江西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红色润赣意义。

94年前，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
用热血和忠诚铸就了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在江西
红土地上培育、形成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
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链条谱系的重要环
节。革命精神，历久弥新、代代传承。其精神力量
至今仍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
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
利，在时代的共产党人身上放射着新的时代光芒。

岁月峥嵘，光阴流转。回头再仰望毛泽东等革
命先辈所展现出的精神风貌，从他们身上依然深刻

地感悟了奋斗与牺牲的含义，幸存与倒下的身躯都
共同标注平凡与伟大的坐标，体现出为民的初心、
体现出为国为家的使命担当，彰显出开拓创新的魅
力。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光荣辉煌的一百年，
也是艰苦卓绝的一百年；是奠基立业的一百年，也
是开辟未来的一百年。我们要守初心、担使命，解
放思想，凝聚力量，求真务实，攻坚克难。发挥江西
红色资源优势，推动江西高质量发展，重视社会主
体在红色资源治理、保护的作用，促成红色资源保
护利用多主体、多渠道竞相发力的局面；要在加强
保护的同时，加大红色资源深度挖掘的力度,扩展红
色资源的价值维度；以红色元素为核心引领，做大
做强江西红色教育培训产业，形成健康业态，实现
红色资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共向发展。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建研究
中心主任、教授 赖宏）

在这个春天，沿着高速看江西，
我们收获了满满的感动。从井冈山
下革命先驱后代动情的讲述，到于
都河畔长征源合唱团激越的歌声，
再到瑞金沙洲坝红井里凛冽甘甜的
清水，蜿蜒的高速公路串起了红色
景点、唤醒了红色记忆；无论是于都
的兰花小镇，还是瑞金的叶坪乡，改
革发展和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
令人鼓舞，让人增添信心和力量。
可以说贯穿江西的大广高速是红色
之路，也是初心之路。

沿着高速公路，我们一路走、一
路看，体悟红色故土历史的温度，感
受赣鄱大地变化的脉动。其中，令
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区人民崭新的
精神面貌。无论是率先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的井冈山坝上村的村民，还

是于都潭头村依靠红色旅游走上小
康路的村民，抑或是瑞金带领乡亲
们种脐橙走上致富路的果农，从他
们那一张张笑脸、一句句铿锵有力
的话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老区群众
对现在生活的肯定，对美好未来的
憧憬。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先辈
在这片红土地上浴血奋战，创造了

“第一等工作”，孕育了伟大的井冈
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今
天，在这片土地上，广大党员干部
传承红色基因，感恩奋进，不忘初
心，再创新时代“第一等工作”，井
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赣州11个贫
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为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交出了一份满意的
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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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红色资源优势 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条条高速公路，连着高山和大河，连着城市和乡村；
一条条高速公路，连着历史与今天，连着希望和未来。
阳春四月，记者从南昌出发，沿着大广高速一路向

南，来到了“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
发地于都、“共和国摇篮”瑞金等地。

从高空俯瞰，大广高速似一条蜿蜒的长龙。它是中国
国家高速公路网北南方向的主干线之一，串联着江西省广
昌、吉安、泰和、井冈山、于都、瑞金多个红色旅游景点。

这是红色之路、发展之路、传承之路、初心之路。这
里，是一片浸染着革命先烈鲜血的土地，但由于历史、交
通等因素，也曾经是江西最偏远、落后的革命老区。如
今，这片红色土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2017年
2月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2020年4月于都县、兴国
县、宁都县、赣县区退出贫困县；赣南等原中央苏区21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全面解决。目前，
赣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已连续五年位列全省第一，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平均水平由2011年的43%提高
到57%。

高速行天下，大道铺就老区崛起之路。如今，越织越
密的高速路网为江西红土地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新蓝
图、新动力，一条条幸福之路助推老区在发展升级的道路
上阔步前行。

4月8日，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44月月99日日，，游客在瑞金红军烈士游客在瑞金红军烈士
纪念塔纪念塔，，缅怀革命先烈缅怀革命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