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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世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不记得来路的
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
政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清明节是中国人
的感恩节。祭奠、缅怀先人，感恩先人，继承
先人遗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其生
生不息的动力所在。今年清明节，恰逢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样特殊的时间节
点，学习党史，缅怀先烈，展望未来，具有特
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中国
共产党一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
代价和最大牺牲

救国、兴国、富国、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一
百年所做的几件大事。每一件大事都需要
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牺牲。方志敏在《可爱的
中国》中说，从崩溃的毁灭中，救出中国来，
从帝国主义恶魔生吞活剥下，救出我们垂死
的母亲来，这是刻不容缓的了，但是，到底怎
么救呢？是不是由我们的同胞中，选出几个
最会做文章的人，写出一篇娓娓动听的文告
或书信，去劝告那些恶魔停止侵略呢？还是
挑几个最会言说、最长于外交辞令的人去向
他们游说，说动他们的良心，自动地放下屠
刀不再宰割中国呢？抑或是挑选一些顶会
哭泣的人，组成哭泣团，到他们面前去，长跪
不起，哭个七天七夜，哭动他们的慈心，从中
国撒手回去呢？所有这些都不会有丝毫的
效果。欲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绝不是哀
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只有起来斗争，与
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
打出中国去，才是救我们母亲的唯一办法。
方志敏所总结的办法，是我们党在与敌人血
雨腥风的斗争中悟到的革命真理。中国革
命的成功是千百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毛
泽东在七大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党尝尽了
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
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
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新中
国成立之初统计在册党员有400万，党员烈
士为 370多万。革命老区河南新县有 10万

人，被敌人杀害的干部群众就有5.5万人。贺
龙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贺龙
的女儿贺捷生在《信仰》中说她15岁的叔叔
被敌人放在笼里活活蒸死；她的姑姑贺满姑
是闻名湘西的双枪女英雄，被五马分尸，死的
时候才 30岁。她的大姑贺英就是洪湖赤卫
队韩英的原型，与她的二姑贺五妹在一次战
斗中悲壮地牺牲。1927年贺龙起义后，敌人
对贺龙的家乡洪家关血腥屠杀，仅那一次，贺
氏族人就被杀害 80多人。红一方面军两万
五千里长征，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战
士牺牲。开国大将王树声全村317口青壮年
男女皆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时只剩下 3
人。1958年3月14日，毛泽东同美国黑人学
者杜波伊斯博士谈到了自己的家庭：“我们
兄弟三个，两个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妻子被
国民党杀死，我的妹妹被国民党杀死，我的
弟弟的独生子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大儿子在
朝鲜战争中被打死。现在，只剩下我自己和
另外一个儿子。我的家庭这种情况，说明中
国成千上万的家庭有多少人被杀害。但是，
共产党是杀不尽的，只会越来越多。我们家
里人少了，但是却出来了更多的共产党员。”

兴国、富国、强国时期同样需要奋斗与牺
牲。修建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宝成铁路、成
昆铁路等重大建设工程都有很多人牺牲。河
南林州修红旗渠死亡 81 人。国测一大队
1967年牺牲40多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牺
牲400位党员，脱贫攻坚战牺牲1800人……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百
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流血牺牲，历经千
难万险、千辛万苦，打下红色江山，开辟社会
主义道路，实践告诉我们：红色政权来之不
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来之不
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我们今天
享受岁月静好，但不应忘记先烈们的恩情。

向先烈们学习，就要像他们
那样，坚定理想信念，坚持社会主
义的前进方向

夏明翰在就义时说：砍头不要紧，只要
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吉鸿昌
将军在牺牲前写下了这首气壮山河的诗句：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

何惜此头！
我们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人，特殊在什么地方呢？特就特殊在他们有
坚定的理想信念。胡适曾经问陈独秀、李大
钊，你们都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了，为什么
还要抛妻别子，你们究竟想要什么？的确，
像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人，其家庭环境和
受教育程度已经优越于当时95%以上的人，
他们如果安于现状，不会忍饥挨饿，如果愿
意为政府服务都能得到高官厚禄。第一次
国共合作期间，李大钊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毛泽东是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代
理部长，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但
是，他们却放弃了优越的生活，义无反顾地
走上了提着脑袋干革命的道路。其根本原
因就是为了救国救民！毛泽东说，从 1920
年夏天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后，就从
来没有动摇过。

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
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有远大理想和
崇高追求。毛泽东指出，“要实现共产主义
需要很长时间，我看不到共产主义。”自己看
不到共产主义的实现，却冒着生命的危险去
为实现这个信仰而奋斗终生，这就是共产党
人的信仰观。1938年，陈云在《纪念瞿秋白
同志》的讲话中指出：一切共产党员都应该
着重想一想三个问题，第一，对于共产主义
社会是否已经相信？第二，临时干一下还是
干到底、干一世？第三，确定自己应该是创
造共产主义新时代的一个牺牲者，确定了
吗？共产主义事业还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
实现——自己看不到，在这样的情况下，还
能不能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到死为止。

先烈们矢志奋斗的目标揭示了我们今
天努力的方向，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实现
共产主义，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这一代是实
现共产主义接力赛中的一个阶段，我们也看
不到共产主义，但我们应当像先烈们一样，
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奋勇向前。

对先烈们最好的纪念就是继
承他们的遗愿，弘扬他们的奋斗精
神，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知其史方能激其志，激其志方能尽其

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
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
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
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
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
党提供了丰厚滋养。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
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
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
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革命者不能丧
失革命精神。毛泽东说过，“做革命工作，就
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
要奋斗。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
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
人民服务。”在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有上百
种革命精神，这些精神各具特色，但奋斗精
神是最基本的底色。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
谋复兴是主题主线。在长征路上，军团长董
振堂（后在西路军一次战役中壮烈牺牲）在
邓发的夫人陈慧清生孩子的时候，命令部队
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结果导致一些战士
的牺牲，面对一些战士的不解，董振堂大声
说道：我们的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
吗？这个震撼心灵，感人肺腑的回答生动地
诠释了党的性质和宗旨、理想与信念。

赵一曼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母亲和
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希
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
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
语来教育你，就用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
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
牺牲的！”如果我们不能坚定理想信念，不
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坚持党的领
导，不能沿着先烈们的足迹前进，导致国家
改旗易帜，先烈们的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学
史明理，就是要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无数
先烈们的牺牲都是为了我们生活得更好，而
今，我们应当怎么报答先烈的恩情呢?那就
是继承他们的遗愿，弘扬他们的奋斗精神，
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⑩5

（作者系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

对历史虚无主义说不

清明时节的雨，纷纷天地间，写满了人们对家国祖先的缅怀礼赞。今岁清明，雨又纷纷，风亦习习，时

逢建党百年，这些史诗中的史实，在文字的舒卷之间，闪耀着千年大业的信仰之光。9100 多万党员紧握右

拳宣誓时的坚定初心，汇聚成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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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缅怀先烈

□唐金培

“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永远铭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
血的革命先烈。”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以来，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赴汤蹈火、前
赴后继。据不完全统计，仅建党之初到新中
国成立前夕这28年间为革命牺牲的中共党
员就有370多万人。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既要铭记和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
绩，也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优良传统和
优良作风，同时还要坚决反对和自觉抵制各
种“恶搞”和质疑革命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

革命理想高于天

建党百年以来，共产主义必胜的理想信
念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无数
革命先烈为实现这一理想不惜身陷囹圄，甚
至抛头颅，洒热血。李大钊、夏明翰、方志敏
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
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
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这是中国共
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在1927年 4月 28
日走向绞刑架前的慷慨陈词。面对生与死的
考验，他大义凛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
翰，还有后来人。”这是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常
委的夏明翰于 1928年 3月 20日就义前，挥
笔赋就的一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这首诗
以及他在狱中写给他母亲、妻子和大姐的信
中，都表达了自己为真理而献身的坚强决心
和对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
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

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当我们吟诵
这首不朽诗篇时，无不为方志敏对党和革命
事业的那份坚定信念和赤胆忠诚而肃然起
敬。1935年 1月 27日，时任中国工农红军
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
率部北上时，在江西省玉山县遭到7倍于己
的国民党重兵围堵，因叛徒出卖不幸被俘。
同年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实践了他“努
力到死，奋斗到死”的豪迈誓言。

革命烈士就义前视死如归的铮铮铁骨
和大义凛然的革命誓言，无不生动表达了共
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和赤胆忠诚
的政治自觉。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四大考
验”和“四种危险”，要矢志不忘革命先烈为
之流血牺牲的远大理想，以坚定的信念和铁
打的意志为初心使命筑牢信仰之基，以对党
忠诚和对革命理想的执着点亮信念之光。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带领各
族人民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党和
人民的事业，冲锋在前，勇于担当，不怕流血
牺牲。陈树湘、吴焕先、杨靖宇等人就是其
中的杰出代表。

1934年 10月，时任红三十四师师长的
陈树湘奉命率部担负中央红军和党的中央
机关战略转移的殿后工作。在血战湘江那
场长征最为惨烈的战役中，他率领全师指战
员与超过自己十几倍兵力的敌人鏖战4天 5
夜，以牺牲全师的代价为中央红军转移赢得
了宝贵时间。在率部突围时因腹部中弹不
幸被俘的陈树湘，趁敌人不备用尽全力绞断
自己伤口流出的肠子，实践了他“为苏维埃
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铸就
了红军长征路上的一座血色丰碑。

1934年 11月，在河南方城县独树镇的
一场遭遇战中，面对敌强我弱、地形与天气

都不利以及先头团队作战失利的危险局面，
身为红二十五军政委的吴焕先抽出一把大
刀奋不顾身冲到阵前大喊一声：“这是生死存
亡的关头，共产党员跟我来！”在他的号召下，
广大指战员舍生忘死，一鼓作气突出重围。
1935年8月21日，在甘肃泾川县遭国民党反
动军的突然袭击，被誉为红二十五军“军魂”
的吴焕先再次身先士卒，率部直插敌人侧后
出奇制胜歼灭敌人时，不幸中弹牺牲。

1940年年初，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
路军总司令兼政委的杨靖宇在袭击濛江县
日伪军据点后遭到日伪军的多路“围攻”。
他率部与敌人穿梭苦战周旋 50多天，战斗
30多次。2月 23日，又饿又累的杨靖宇只
身来到濛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面对蜂拥而
上的日伪军，他镇定自若，奋起还击，终因寡
不敌众，壮烈殉国。当敌人剖开他的肚子后
震惊地发现，他的肠胃里除了一些枯草、树
皮和棉絮外居然没有一点粮食的影子。

铭记和缅怀革命先烈，最关键的一点就
是要学习和传承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
风。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时刻牢记党的初
心使命，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在新时代的长
征路上做执着、奋进、担当、实干的先行者。

对历史虚无主义说“不”

前些年，网络上肆意调侃、刻意恶搞、无
端质疑革命先烈的情况时有发生。刘胡兰、
董存瑞、邱少云等革命烈士竟无一幸免。这
种企图颠覆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根基的历
史虚无主义，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必须坚决说“不”。

1947年1月12日，阎锡山部队突然袭击
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的共产党员刘胡兰，面对敌人的威逼恐吓和
铡刀，大义凛然地喊出怕死不当共产党。刘
胡兰就义后，毛泽东亲自为其题词：“生的伟

大，死的光荣。”刘胡兰的故事早已家喻户
晓，可是有人在没有确凿资料的情况下就大
胆假设和人为臆造，硬说刘胡兰是死于村民
的铡刀之下而非光荣就义；甚至还有人认为
刘胡兰这个英雄人物纯属子虚乌有。

1948年 5月 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
放河北隆化城的战斗中，在部队即将发起冲
锋时突然遭到敌人一桥形暗堡的火力封
锁。担任爆破组组长的董存瑞在此危急关
头，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敌人碉堡，在震耳
欲聋的爆破声中与碉堡同归于尽。董存瑞
舍身炸碉堡的英雄事迹早已写进中学课本，
可是某杂志发文认为“谁也没有亲眼看见他
托起炸药包，完全是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
出来的，他举炸药包牺牲是许多专家经过半
年考察论证的”。

1952年 10月 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
攻打391高地前，邱少云所在部队奉命潜伏
在距敌前沿阵地60多米远的草丛中。为了
不使埋伏在附近的几百名战友暴露，全身被
燃烧弹点燃的邱少云在火海中咬紧牙关，直
到壮烈牺牲都纹丝不动。邱少云的英雄事
迹早已家喻户晓，可是有网络媒体文章经过
所谓的生理学和医学分析后，居然得出“邱
少云在被火烧的瞬间以及过程中不断加重
的刺激引发的运动，是不可能通过意志来抑
制而保持完全的‘一动不动’”这样的结论。

革命先烈本应受到后人崇敬，却反而遭
到肆意否定。这种质疑革命先烈的错误言
论和做法，显然是想动摇中华民族生存发展
的集体记忆，动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价
值观的理论根基。为此，要通过党史学习教
育，铭记先烈，缅怀先烈，实事求是地赋予革
命烈士鲜活完整的光辉形象，坚决抵制历史
虚无主义的无耻谰言，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
鉴别力和“免疫力”。⑩5

（作者系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
所长）

传承红色精神 赓续百年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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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汉

“魂断最是春来日，一齐弹泪过清
明。”在祭奠先人、寄托哀思之时，那些
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作出
奉献和牺牲的先烈英模更是我们不能
忘记的。2021 年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的这个清明，这种祭奠和缅怀应更
为深情、真切！

革命先烈的英勇奋斗、流
血牺牲，奠定了百年大党的今
日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定要牢
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
么建立起来的，倍加珍惜我们党开创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吃水不忘挖井人，
我们绝不能忘记革命先烈。从 1921年
到 2021 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整整一
百年的历程，这是用鲜血、汗水、泪水、
生命写就的一百年。据不完全统计，从
1921年至 1949年，牺牲的全国有名可
查的革命烈士就达 370多万人，平均每
天牺牲 370 多人。河南新县英烈吴焕
先是鄂豫陕苏区主要创建人，中国工农
红军杰出指挥员。在一次战斗中，地主豪绅勾结土匪，
声言：“踏平箭场河，灭绝吴焕先全家。”吴焕先的叔父吴
尚先、吴奉先先后躺倒在血泊之中，父亲吴维棣和弟弟
吴济先被匪徒抓住后扒掉全身衣服，以乱刀砍死在自家
门口不远处的水塘边上。吴焕先的大嫂惊慌失措，抱着
不满半岁的吃奶孩子，一头扎进水塘里面，溺水而死。
当时的《汉口民国日报》就曾有过披露：“吴焕先家内大
小六口被杀尽……”。1935年 8月 21日吴焕先在甘肃
泾川四坡村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 28岁。毛泽东称赞

“红二十五军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吴焕先功不可
没”！2014年 4月 17日，中央广播网发表文章评论：红
军不怕远征难，功不可没吴焕先。

诸如此类的红色故事，在江西井冈山、贵州遵义、浙
江嘉兴等红色大地上遍地开花，层出不穷，而在这些红色
大地上孕育出的英模，像方志敏、董存瑞、雷锋、焦裕禄、
孔繁森、廖俊波、黄文秀等英烈们照亮了历史的天空，灿
若星河。而在中原大地成长起来的河南籍的许世友、杨
靖宇、郑维山、赵崇德、彭雪枫、宋学义、李秀真等英模，也
是不胜枚举，他们是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是顽强奋斗的
英雄人物，是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正是一代又一代共
产党员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才成就了百年大
党的今日辉煌。英雄的事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先烈们的精神是我们不断开拓进取
的勇气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命有限，很多英雄模范人物
崇高精神的形成过程也是有限的，但形成了一种宝贵精
神财富，是一个永恒的定格。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有这
样的精神构成其强大精神力量，这样的精神无论时代发
展到哪一步都不会过时。”2016年 10月 21日，在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讲述
的“半条被子”的故事令人难忘。1934年 11月 6日，长
征途中的三位女红军住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妇女徐解
秀老人家里。当天晚上她们四人一块睡在厢房里，盖的
是老人床上的一块烂棉絮和她们随身携带的一条军
被。第二天临走时，她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送
给老人。徐解秀老人不忍心要。三位女红军说：“红军同
其他当兵的不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打
敌人就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生活。”徐解秀老人说：“虽然
那辰光为了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吃了点儿苦，不过也让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叫红军，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
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给穷苦人半条的人。”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无数先烈英模是我们民
族的脊梁，是我们不断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缅怀是
追忆，也是敬仰，回首往事是为了更好地往前走。现在全
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而努力，我们要奋发图强，继承
革命先烈的遗志，传承他们的红色基因，让革命先烈们振
兴中华的心愿和对人民的热爱，渗透进我们的血液和骨
髓。“青山埋忠骨，史册载功勋”，革命先烈们顽强拼搏、不
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身处
盛世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历史，不忘先烈，时刻鞭
策自己向英模学习，把先烈们的精神发扬光大！

缅怀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将传承落实
到实践当中

2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
意义，要求全党同志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建党百
年的这个清明节到来之际，我们对先烈们最好的缅怀和
传承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他们学习。紧密结合实
际，坚持“五个做到”。一是做到爱党爱国。新时代学习
先烈英模就要做到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二是做到奋
发有为。学习先烈英模是为了更好走向未来，落实在工
作中就是要在困难和挫折面前练就“舍我其谁”的勇气
和担当。三是做到廉洁自律。学习先烈英模，要紧密结
合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实际，严格要求自己，勤政为民，
做好示范，当好表率。四是做到尽职守责。我们学习先
烈英模，就是要在工作中，爱岗敬业，忠于职守，无私奉
献。五是做到弘扬正气。先烈英模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一直激励和感染着人们为追求真理和正义奋不顾身、勇
往直前。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敢于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抵制邪气，坚决弘扬正气、正义、正能量。⑩5

（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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