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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炼像焦裕禄那样的坚强党性

中共豫陕区委成立

吴 焕 先（1907-1935），

河南省新县人。1925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在家乡积

极宣传马列主义，开展革命

活动，建立了箭河地区第一

个党小组、第一个农村党支

部、第一个农民协会；在四

角曹门、詹家湾、郑家边创

办起三堂革命红学，建立农民武装，使箭河一带

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

1927 年 11 月，吴焕先率领箭河赤卫军、三

堂红学和农民赤卫队数千人参加黄麻起义。

1928 年春，转移到柴山保一带从事革命活动，

为开辟柴山保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9 年 12 月，当选为鄂豫边革命委员会的土地

委员会主席，积极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参与创

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任鄂豫皖特委委员、中

共黄安县委书记、鄂豫皖省委委员、红 73 师政

委、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 25 军军长、政

委等职。1934 年 11 月，率红 25 军长征，领导开

辟鄂豫陕根据地，任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

被誉为红 25军军魂。1935年 8月在甘肃泾川县

四坡村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 28 岁。2009 年，

吴焕先被评为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

献的英雄模范之一。⑩8（执笔：牛珂珂）

河南党史大事件·人物

吴焕先

□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1925年 6月初，中共中央派王若飞以中央
特派员的身份到河南，负责整个河南党的工作。
9月底，王若飞出席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二次扩大会议，汇报了河南工作情况。这次会
议作出了《河南报告议决案》。《河南报告议决案》
指出，“以后我们的工作应当速建立一个强有力
的区委，整理各级党部的组织，并定出系统的计
划来代替个人的指导个人的活动……”

根据会议要求，1925年 10月中旬，中共豫
陕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豫陕区委）成立，王
若飞任书记。中共豫陕区委下辖3个地执委，7
个特别支部，党员有 200多人。区委机关开始
设在郑州，后迁至开封。除领导河南、陕西两省
党、团组织外，中共豫陕区委还领导江苏徐州、
安徽宿县的党团工作。

10月 24日，共青团豫陕区委建立，书记李
求实。不久，又建立豫陕区军事委员会，王若飞
兼主任。中共豫陕区委是中共四大后中共中央
领导的五大区委之一。它的建立，标志着河南
革命运动由二七惨案后的低谷，走向高潮，河南
成为全国革命形势较好的地区之一，具有重要
的地位和影响。

中共豫陕区委成立后，即对所属各级组织
进行了内部的思想训练和整顿，以开办训练班、
支部学习等形式学习党的相关理论知识。王若
飞、李求实亲自到中共开封地方执行委员会举
办的训练班讲课，还拟出报告提纲，指定专人演
讲。通过内部的训练和整顿，提高了各级党组
织的领导水平，巩固扩大了革命阵线，壮大了革
命力量。同时，中共豫陕区委积极领导人民群
众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斗争。在革
命斗争中，党的组织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和发展，
党员的思想觉悟和党组织的战斗能力不断提
高。到 1926 年 2 月，中共豫陕区委已建立郑
州、开封、信阳、焦作、卫辉、洛阳、杞县、西安 8
个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彰德、西安、三原、赤水、徐
州5个特别支部，党员达700余人。

中共豫陕区委的机关刊物是《中州评论》。
1925年 9月，共产党员萧楚女在开封主办《中
州评论》，主要刊登政治评论、国际政治、河南政
治评论和工人、农民、青年及妇女运动的情况，
遇有重大事件，还出专号、专刊或特刊，宣传党
的政治主张和路线政策。《中州评论》是中国共
产党在河南创办的第一个刊物，它旗帜鲜明，富
有战斗性，成为河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贯彻
党的方针政策、指导革命工作的重要阵地。

反奉战争失败后，直系军阀吴佩孚重新占
据河南，反动气焰甚嚣尘上。中共豫陕区委、省
总工会等主要领导人被迫转移，各级党组织大
都遭到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受到迫害，河南乃至
北方革命运动转入低潮。为打退反动势力的进
攻，1926年 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
议，决定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发展全国的革
命形势。因河南地处北伐战争的必经之地，具
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和加强
中共豫陕区委。3月，中共中央派中央候补委
员王荷波到河南进行改组工作，重新组织中共
豫陕区委领导机构，汪泽楷任书记，王若飞调往
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改组后的中共豫陕区委按照中央指示，恢
复和发展各地党组织，把开展农民运动作为河
南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并选派一批革命青年
到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
习，积极准备迎接北伐战争。4月，根据工作需
要，中共豫陕区委和共青团豫陕区委合署办公，
共同组成工运、农运、宣传、青运、国运5个委员
会，统一领导工作。

1926年 8月，中共豫陕区委改组为中共豫
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豫区委），仍归中共中央
领导，汪泽楷任书记，集中领导河南党的工作。
中共豫区委下辖7个地方执行委员会，1个市委，
2个县委，直属5个特别支部，10个支部。1927
年6月，根据党的五大关于各省建立省委的决定，
中共河南省委成立，隶属中共中央，张景曾代理书
记，中共豫区委同时撤销。⑩8（执笔：刘阳）

□郭彦森

5月 14日是焦裕禄同志逝世纪念日。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
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
要永远向他学习”。当前，我国正处在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艰苦繁重的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风险
挑战，更加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学习弘扬焦裕
禄精神，锤炼像焦裕禄那样的坚强党性。所
谓党性即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党的
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传统作风的
集中表现。焦裕禄同志之所以能够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铸就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
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根本
原因就在于他具有坚强的党性。

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看，党性既具

有确定的本质内容，又具有多样的表现形式。

不管我们党在任何时期、任何条件下，党性中
稳定不变的核心内容即对共产主义坚定信仰、
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对工作极端
负责任。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条件下、不
同历史事件中，党性的具体表现又丰富多彩。
革命战争年代，最大的考验是生与死，此时最
重要的是坚定信仰、不怕牺牲；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最大的问题是贫穷落后，此时最重要的
是艰苦创业、艰苦奋斗；当前领导干部面临的
最大考验是公与私、义与利，此时公正无私、公
正廉洁、公平正义的价值就凸显出来。因此，
锤炼像焦裕禄那样的坚强党性，既要坚定理想
信念、牢记性质宗旨、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
经风霜而本色依旧，培元固本，同时，更要适应
时代变化，结合实际工作，实现创新创造。

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对领导干部的

党性修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最重要的有三个

方面。一是对党忠诚，即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保持
高度一致。一个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
在哪个岗位，都担负着重要的政治责任，讲政
治是第一位的。评价一个好干部的标准也有
许多方面，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对党忠诚。这
就要求领导干部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
纪律、政治言论、政治行为等方面要始终保持
清醒头脑，不能站错了、跑偏了、走岔了，做到
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
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二是公正无
私。党性不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东西。

“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作
为领导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
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讲
了，我们党还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吗？还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吗”？而一些领
导干部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说到底不
就是因为一个“私”字吗？因此，领导干部只有
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有正确的是非
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才能坦荡做人、谨
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三是敢于
担当。为官避事平生耻。干部就要有担当，有
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
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
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习近平总书记
明确指出：“我们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神，就要
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始终保持一种敢做善成的
勇气，保持一种逆势而上的豪气，不怕矛盾复
杂、不怕任务艰巨、不怕责任重大，敢于挑起重
担，敢于克难制胜，敢于奋勇争先。”

以焦裕禄精神为标杆，同时对照新发展阶

段对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要求，目前领导干部

的党性修养经过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

锤炼，普遍有了很大提高，但仍然存在一些突

出问题。一是理想信念缺失。有的以批评嘲
讽马克思主义为时尚、为噱头；有的不信马列
信宗教，不问苍生问鬼神；有的热衷于算命看
相、求神拜佛，迷信“气功大师”；有的心为物
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
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领导干部
如果没有了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
就会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
落、生活上腐化。二是知行脱节。有的领导干
部不重视学习，跟不上时代步伐，身子进了新
时代，但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看问题、作决策、
推工作还是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有的表
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口号喊得震天
响、行动起来轻飘飘，把说的当做了，把做了
当做成了；有的要求事事留痕，把“痕迹”当

“政绩”，留“痕”不留心，有“迹”没有绩；更有
个别领导干部是典型的“两面人”，会上一套、
会后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对人一套、对
己一套，说一套、做一套。知行脱节违背我们
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不符合科学求实
的焦裕禄精神，其本质上是对党不忠诚。三
是甘愿被“围猎”。领导干部手中握着很大的
权力，具有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配置
权，对很多人、很多企业的命运具有重要影
响，自然找的人就多，所以各种诱惑、算计都
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
成为“围猎”的对象。如果领导干部党性不坚
定，经受不住考验，就会败下阵来。其中特别
值得警醒的是，被查处的贪官污吏大多是主
动求“围猎”，甘愿被“围猎”。四是好人主义
盛行。有的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搞无原则的
一团和气，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
有的为人圆滑世故，处事精明透顶，工作拈轻

怕重，岗位挑肥拣瘦，遇事明哲保身。更可怕
的是，这样的干部有些还混得左右逢源甚至
如鱼得水。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圆滑
官”“老好人”“推拉门”“墙头草”，丧失了共产
党人的革命精神，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
事、贻误大事。

克服目前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锤炼像焦裕禄那样的坚强党性，有许

多工作要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党的
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
领导干部要做到信仰坚定、对党忠诚，就要把
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上，对马
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这就需要
不断创新党内学习制度，加强思想建党、理论
强党。二是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权力之于领导干部，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
何。因此，只有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
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增强监督的严肃性、协
同性、有效性，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
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才能确保党和人民赋
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当前最紧
要的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
制机制，坚决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三是建立
科学规范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形成激励干
部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有效机
制，使那些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的
干部，不仅不吃亏，而且受到鼓励、褒奖、重
用；使那些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政绩
工程”、跑官要官的干部，不仅捞不到好处，而
且受到批评和惩罚。以实际行动让干部感受
到组织上的公道、公平、公正，从而把心思和
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⑩8

（作者系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陈东辉

焦裕禄是县委书记的榜样，更是每一个
共产党员的榜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焦裕
禄精神一直是一盏明灯。在庆祝建党百年之
际，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党史上的先
进人物，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养分和奋斗力
量。焦裕禄就是值得全党学习的先进人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普通共产党员应该从焦
裕禄身上学习什么呢？

学习焦裕禄就要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
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
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
命的根本。在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里，焦裕
禄同志是一个最具影响力、最有说服力的标
杆。在兰考的 475个日夜里，他把共产党人
的精神追求具体化为治理内涝、风沙、盐碱

“三害”的生动实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
党人的精神追求。在大雪纷飞的兰考车站，
在风沙最大时的风口，在沙窝里，在洪水中，
在沙丘上，在牲口棚里……焦裕禄的一言一
行都彰显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对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把泪焦桐成

雨”！一棵树述说着一个共产党员催人泪下
的故事，一棵树昭示着一个共产党员无私奉
献的情怀。这棵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大树
不是普通的树，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树。
来到兰考这片热土，站在焦桐树下，每一个共
产党员都应该油然而生一种使命感和责任
感，并将其转化为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要时刻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
品德和政治操守，并将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
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学习焦裕禄就要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
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
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使命是
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
现，是激励每一个共产党员不断前进的根本
动力。焦裕禄同志牢记初心使命，心中装着
全体人民，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
作。他经常住在老贫农的草庵子里，跟群众
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询问、倾听、观察，就
是为了找到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战胜自
然灾害，解决三十六万兰考人民的吃饭问题，

带领他们告别逃荒要饭的岁月，过上衣食无
忧的生活。“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垛
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
长得怎样？”“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
少？”他在病床上的每一句问话，都饱含着共
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博大爱心。“生也沙丘，
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这是一个县委书记
对父老乡亲的拳拳之心，更是一个共产党员
对人民群众的赤诚之爱。每一个共产党员都
应该把焦裕禄同志作为思想的镜鉴和行动的
标杆，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
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多听听群众
的需求和心声，真正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学习焦裕禄就要扛起共产党人的责任担
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键时刻冲得上去、
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焦裕禄同志就是这样敢负责、有担当的共产
党人。在“三害”最严重的时刻，他受组织委
派来到兰考任职，眼前是看不到边的黄沙，是
结着冰凌的内涝洼窝，是白茫茫的盐碱地。
他决心扛起千钧重担，彻底改变兰考的面
貌。焦裕禄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干部不领，
水牛掉井”。羊群走路靠头羊，带领全县人民
战“三害”还要靠共产党。“在那大雪封门的日
子，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贫农的柴门；在那
洪水暴发的日子，他拄着棍子带病到各个村
庄察看水情。”他的身上，时刻闪耀着共产党人
的责任和担当。为了鼓励兰考人民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他总结了四句话：“韩村的精神，秦
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他
用榜样的力量激发担当作为，他自身就是最好

的榜样。为官避事平生耻，讲的是担当精神。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像焦裕禄那样勇于
担当。当前，我们正在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
特点的伟大斗争，尤其需要每一个共产党员把
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做敢想敢干、
求真务实的担当作为者。

学习焦裕禄就要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
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要不断提
升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去庸俗、远低俗、不
媚俗，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永
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焦裕禄同志是保持共
产党人政治本色的楷模。他出身贫寒，时刻
严格要求自己。即使当了县委书记，他仍然
把自己视为普通群众，同群众一起卷着裤管
劳动。他铺四毛钱一条的蒲席，他穿补了又
补的袜子。他不但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严格
要求家人。他发现孩子“看白戏”，不仅把一
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
如数送给戏院，而且起草了一个通知，不准任
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特殊化。“路漫漫其修远
兮，两袖清风来去。”焦裕禄身上始终保持着清
正廉洁的本色，这是共产党人的本色。当前，
物质生活非常丰富，人们面临的各种诱惑越来
越多，尤其需要自律自警自省。每一个共产党
员都应该像焦裕禄那样，加强党性修养，陶冶
道德情操，做到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
微。要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的理
想信念和思想言行，切实增强政治定力、纪律
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坚守底线，不触红
线，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⑩8

（作者系省社科院研究员）

□郭军

老百姓有句家常老话，叫“温故而知新”，
话老意不老。就是说，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要不断地回头看看，要不断地比较比较，
不断地认知新的变化、新的进步、新的发展，从
而客观地看待过去，充满信心、满怀激情地走
向未来。正像恩格斯说的，人们总是在历史中
找到未来发展的锁钥。我们今天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也是在找这把锁钥，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
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
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使我们每一个党
员都应该深刻认识到，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
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这个初心使命，就
是坚持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我们思想
的理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我们事业

的核心力量，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
是从党的诞生之初，到百年发展，坚持了人民
至上，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江
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动力信念；坚
持了大力发扬红色传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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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新时代的
精气神。

百年生命，对于一个政党而言，只是处于
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少年时期。中国共产党的
百年，显示出了她的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挥
斥方遒、生机无限。共产党的诞生，才有可能
使华夏民族摆脱千年苦难，重整山河，建立起
人民政府，高举起为人民服务的大旗，领导着
人民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竞争中，一跃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断地、真正地站了起
来、富了起来、强了起来。百年奋进、百年发
展，今日之中国，使世人无不认识和感悟出马
克思主义就是行，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好，共产
党的领导就是能。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

际，更要常忆常新，把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
总结挖掘、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成为开启新
征程、构筑新格局的动能力量。革命人永远
是年轻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担当——
初心不改，使命在肩，我们应当认真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牢记过去，珍惜今日，奔往明
天。

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我们正处在
“两个一百年”的交汇期，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的实现，表明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
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她没有歇息，
也不能歇息，要领导中国人民用更加辉煌
的成就迎接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新的阶
段，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坚信道路，坚
信理论，坚信制度，坚信文化。人类发展的
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建设
新中国的历史，无不证明一个真理，就是要
用科学理论武装人民，调动一切因素，激发
人民推进和创造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要引导人们进一步抒发传播社会主义正能
量，弘扬融入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旋律。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奋力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使我们每一
个党员并带动我们的人民，都能够深刻地从
百年共产党的实践发展认识到，我们既不走
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
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具有强
大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
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和政治稳定奇迹。
这条道路已成为国家发展之路、民族振兴之
路、人民幸福之路。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使我们的每
一个党员，一定要明确和增强新时代的主旋
律、大方向，就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用新的发展理念，按照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
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奋力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
标，即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⑩8

（作者单位：郑州财经学院）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找到未来发展的锁钥

共产党员
从焦裕禄身上学习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