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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县位于大别山腹地，在鄂
豫皖交界处。大别山精神多年来一直
滋养着新县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学生。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新县高中努力发
挥大别山革命资源的育人作用，让大
别山精神化为学生的前进动力、学习
能力。

一方面，保障大别山精神及红色
革命传统在思政课中传承。新县教育
局结合革命老区丰富的红色资源，加
大思政课教师培训力度，不断优化结
构，提升整体素质，形成了一支可信、
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思政课
教师队伍，育人成效得到显著提升。
为了提升思政课教师的专业素养，提
升思政课育人效果，新县高中定期组
织思政课教师外出学习，交流学习经
验，不断更新教育理念，系统深入探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深刻内涵，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学生的人生方
向。思政课教师立足本县红色资源优
势，创新课堂设计，积极弘扬大别山精
神，带领学生深入社会实践，通过参观
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以及博物
馆，走习近平总书记走过的路，讲将军
的故事、讲英雄的故事，让学生在实践
中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感受革命
英雄的魅力，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另一方面，将大别山精神贯穿铸
魂育人全过程。新县是著名的“将军
县”，是大别山精神的发源地，新县
高中积极利用这一优势，将勇于担当
等红色精神品格融于励志教育中。在
德育工作中，新县高中牢牢把握爱国
主义教育的主旋律，以弘扬大别山精
神为基础，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
功夫，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
牢扎根，教育引导学生热爱和拥护中
国共产党，立志听党话、跟党走，
立志扎根人
民 群 众 、
奉 献 国
家。每年
清明节前，
新县高中都
会带领高一学
生开展“青春励
志行”远足暨革命
传统教育活动。学生
在活动中体会到了美
好生活的来之不易，体
会到了先辈的艰

辛与坚持，更加坚定了报效国家的决
心。新县高中重视学生创新精神与创
新能力培养，重视将革命精神入脑、
入心，让革命精神深刻影响学生的精神
世界。学校开展了课本剧编演大赛、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创新活动，并积
极利用校外资源，组织学生参加新县

“双创”大赛。大别山精神所蕴含的坚
韧忠诚的理想信念、勇担重任的宝贵
品格、不胜不休的顽强作风等在学生
身上展现出来，彰显了新时代大别山
精神的传承与创新。

（作者单位系河南新县教育局）

河南新县：

立德树人铸品质
匡祯灵

大别山是著名的革命之山，中国
共产党历史中的许多重要事件都发生
在这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血与火的
淬炼中，大别山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
重要的建党基地、重要的武装革命策
源地、重要的人民军队发源地、重要的
治党治国人才培育地以及中国革命走
向全面胜利的转折地。

缘起：革命火种可以燎原

从五四时期以董必武、陈潭秋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在大别山播
下革命火种、创建党的组织，到将此地
区发展为党的重要建党基地；从党在
大别山发动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
起义，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的革命道路，到创建红四方面军、红
25军、红28军等主力红军，开辟鄂豫
皖革命根据地；从苏区红军与国民党
反动派数次“围剿”“会剿”“清剿”英勇
斗争，到红四方面军、红25军先后长
征，红28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从党在
大别山地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主动
配合与支持国民党爱国军队在长江北
岸和大别山北的抗日正面战场，到建
立大别山抗日人民武装，领导新四军
四支队、新四军第五师英勇与日本侵
略者作战，开创鄂豫边抗日根据地；
从李先念、王树声等领导中原突围，
拉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到刘
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实现解放战
争的伟大战略转折；从大别山各党委
领导全区军民支援解放军南下渡江作

战，到大别山全境解放，党集中力量
剿灭残余土匪，迎接新中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人在大别山始终坚定为党
为民的选择，践行一心为民的核心追
求、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敢于担当的
鲜明品格、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创下

“28年红旗始终不倒、22年武装斗争
始终不断”的革命奇迹，铸就了伟大的
大别山精神。

凝结：精神引领奋勇前进

坚守初心是大别山精神的核心要
义。初心是革命事业开端的承诺，革
命者对初心的坚守表现为面对各种艰
难困苦都能恪守与坚持最初的信念。
大别山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什么？这要
从大别山革命的播火者董必武说起。
1919年1月，董必武在上海认识了中国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汉俊后，开始从信
仰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
他说：“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
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
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
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5月
18日，董必武和张国恩在《救国时报》上
发表通电：“北代表犹袒庇卖国贼党，不
肯容纳，是岂国民希望和平之初心所及
料。”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
次提出“初心”这一说法的。此时，董必
武和李汉俊等马克思主义者已认定，中
国革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要进行
阶级革命，必须先唤醒和组织群众。不
久，董必武回到武汉，开始了全新的革
命事业。他与陈潭秋等人着手筹建武
汉共产主义组织，创办武汉中学，传播

马克思主义，为大别山地区培养革命人
才，帮助大别山地区创建党群组织，推
动农民运动发展，将革命的初心种下。
董老一生为革命奔走，九十高龄时还
言：“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
柯。”创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马克
思主义指引的共产主义道路，这就是大
别山革命者的初心。革命的火种被点
燃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别山
地区先后有200多万人参军参战，近百
万人献出了生命。这些英雄儿女为什
么前仆后继，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冒巨
大风险甚至舍弃生命？因为他们深刻
地感受到人民的苦难和民族的苦难。
以前，广大农民无权、无地、无粮，要改
变这一切，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只有
走共产主义道路。这是无数革命者抛
头颅、洒热血、奋不顾身的根本缘由，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深刻融入大别山
精神。

勇担使命是大别山精神的鲜明特
征。勇担使命是革命初心到具体落实
的逻辑过程和实践过程。革命不是儿
戏，走共产主义道路，推翻几千年来不
平等的社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
有责任、有担当、有胸怀、有勇气的大
别山儿女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担当使
命敢于牺牲。从马列思潮在中国涌动
到中国共产党创建，大别山走出了三
位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陈潭秋、
包惠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建党
基地；从城市中心转向农村包围城市
道路，大别山地区爆发三大武装起义，
创建了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
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各苏区向陕甘苏
区战略转移时期，大别山走出三支红

军部队，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战略防御走向战略反攻时期，大别
山三大事件（中原突围、千里跃进、渡
江战役）分别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
攻、全面胜利的序幕。这是大别山儿
女勇担使命的真实写照！大别山革命
斗争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大别山
军民勇于担当、浴血奋战的历史。

紧跟党走是大别山精神的可贵品
质。大别山革命烽火始终不息，与大别
山军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无限
忠诚有关。在长期艰苦斗争中，大别山
军民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西
路军失败后，李先念等同志率领西路军
余部翻越祁连山，穿越戈壁滩，千辛万
苦回到延安，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
干力量；“娃娃军”红25军中，许多战士
的个头还没有他们背的长枪高，接到党
的“北上抗日”指令，他们日夜跋涉，转
战近万里，成为最先到达陕北的红军部
队；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的红28军
在与党中央和鄂豫皖省委失去联系的
情况下，坚持三年游击战。这些，都是
大别山军民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
的典范。中国共产党领导大别山革命
斗争的每一阶段，都离不开大别山人民
的支持和拥护。从党动员青年参军参
战到老百姓救护伤员、传递情报，从党
组织民众为军队缝制军装、保证军粮供
应，到老百姓倾力支持红军，党民、军民
鱼水情深的感人事例大量涌现。“最后
一碗米送去做干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
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
后的好儿郎送他上战场”，就是大别山
人民对党忠诚、紧跟党走的朴实表达。

不胜不休是大别山精神的重要特
质。“不胜不休”充分表现出中国共产党
革命精神的彻底性。董必武培养大别
山革命骨干时，教导他们要“朴诚勇毅
干革命”。黄麻起义后，中国工农革命
军第七军领导人开辟大别山第一块革
命根据地柴山保时，盟誓革命要“不胜
不休”。后来红四方面军把“不胜不休”
写入十六字训词。大别山军民面对不
同时期的艰难险阻、内外威胁、挫折失
误，始终没有放弃、没有投降，真正做到
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奋斗，打出我们的一
条大路，直到打出我们的江山。”这是黄
麻起义领导人潘忠汝在大别山革命初
期发出的庄严号召。大别山军民在漫
长的革命斗争中，用顽强的斗志实践着
烈士的遗愿。1932年10月，红军主力
转移后，大别山军民经受了更加严峻的
斗争考验。敌人以15个师另两个旅30
余万人的兵力，疯狂进行“清剿”，实行
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但
大别山人民压不垮、打不败，他们喊道：

“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大山
在，到处有红军。”

弘扬：大别山精神放光芒

弘扬大别山精神，是传承赓续中
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应有之义，是展
现中国共产党人力量之源和理想之基
的必然要求。大别山精神是无数中国
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用生命和鲜血铸
就的，是党的历史使命、根本宗旨、政
治本色的集中反映。大别山精神与井
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一
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不
同时期、不同地域进行革命斗争的精
神载体，记录着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
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别山精神体现的
理想信念、价值追求、道德情操，是对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历史注解，
激励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赓续党的优
良传统。

弘扬大别山精神，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实践提供精神鼓舞，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信心之源。精神
是前进发展路上的动力和支柱。中国
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是带领中国人民夺
取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是中华民
族不可替代的精神优势，也是党自
身的政治优势。大别山精神是中国共
产党革命精神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熔铸了爱国主义的核心价值，承载着
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展现出中
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一往无前的决心和
勇气，更能唤起民族的精神认同，激
发民族的凝聚力。今天，中华民族
跨入一个伟大的时代，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开
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
程。这条道路会面临各种挑战。只有
把大别山精神等一系列党的精神财富
转化成凝聚社会的强大动力，才能增
强党化解一切风险挑战的底气和自
信，中华民族才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勇
气和信心。

弘扬大别山精神，为党史学习教
育举旗帜、传能量，培育爱党爱国情
怀，坚定信念、信心、信任。建党百年
之际，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从党
的光辉历史中坚定来时的初心，汲取
前行的力量，增强奋进的信心，激发创
新的勇气。今天，学习大别山精神，就
是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大别山人民进
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中，解读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感受中国共
产党人的力量和品质，领悟坚持“四个
自信”的历史依据，从而深化广大党员
干部的爱党爱国情怀，增强责任担当
意识，彰显党史学习教育“红色传承”
的底色。

（作者系黄冈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大别山精神彰显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大别山精神彰显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王立兵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领导大别山地区光
辉革命历史，2016年4月到安徽考察时，第一站就前往位于
大别山区的六安市金寨县，向革命烈士纪念塔敬献花篮。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
魂。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我们要沿着革命前
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2019年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
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
神等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大别山地区是老革命根据地，红
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和新四军
第五师都先后在这里建立过根据地。
但由于每次红军转移和撤走后，国民
党反动派都卷土重来，对根据地人民
实行残酷的清算，不少老百姓都被国
民党杀怕了。因此，刘邓大军刚到大
别山时，老百姓一见就跑，有时甚至是
整村整村往山里跑。部队行军打仗
时，别说找老百姓做支前工作，就连找
个带路的人都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
下，党的群众工作极难进行。为了树立
良好形象，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能在大
别山站住脚，刘邓首长亲自给部队“约
法三章”：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民
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1947年10月13日，部队到达黄冈
总路咀镇时，镇上的老乡早已跑光了，
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都关了门。突然，
刘邓首长看到一名解放军用步枪挑着
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腋下还夹着几张
纸，从一家空着的店铺走出来。邓小平
立即派人调查。原来违纪者是野战军
总部警卫团第三连副连长赵桂良。他
到镇上买东西，见店里没人收钱，就顺
手拿了花布、粉条、白纸和毛笔。但是
赵桂良没有一样东西是拿给自己的，花
布是拿给连里最小的战士做棉衣，拿纸
和笔是给连里出板报，粉条是拿给首长
改善生活的。邓小平听后长叹一声：

“可惜啊，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要
枪毙！问题既然已经发生了，只好从我
们身边开刀了。”他让张立轩通知部队
召开公判大会，还派一部分同志上山动
员群众参加公判大会。刘伯承知道，赵
桂良是一个战功卓著很有人情味的副
连长，懂得关心战士，还常替他们站岗，
打起仗来特别勇敢，他痛苦地嘱咐保卫
科科长：“你对他讲，对他的处决，我和
邓政委都很沉痛。我刘伯承希望他能
理解，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
的，如果我们的纪律搞不好，老百姓为
什么不可以跟别人走呢？”

审判大会上，参谋长李达宣读了对赵
桂良的处决命令，他沉痛的语气让会场
气氛更加沉重。下山赶来的群众中很多
人都哭了，店铺老板和一位老妈妈含着
泪到台上求情。面对群众的一再哀求，
邓小平说:“事情虽小，但军纪如山！一
个没有纪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特
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军的纪律更应
该是铁是钢，而不能是豆腐渣，不能够一
碰就碎！所以我的意见，还是要坚决执
行纪律！”他看向老搭档刘伯承，只见刘
伯承点点头，潸然泪下。

公判场上的枪声响了，邓小平忍
住泪水说：“如果赵桂良同志的死能够
唤起十万大军的斗志，有利于我们建
立起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那么他会
安息的。还要通知地方政府，厚待和
照顾他的家庭。赵桂良同志犯了错
误，我们没有教育好，对不起生他养他
盼望他的老妈妈……”
（作者系黄冈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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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大别山精神，首先要让学生
了解大别山，知晓大别山红色文化。
黄冈师范学院高度重视“四史”教
育，着力加强对红色文化的认知教
育，通过举办红色文化讲坛，使学生
全面系统地了解大别山精神。

弘扬大别山精神，需要唤起师生对
红色文化的敬意与礼赞。为实现这一
目标，黄冈师范学院全方位挖掘大别山
红色文化资源，使之成为育人的重要载
体。目前，学校已建成一个大别山红色
文化资源展示馆，集中展现董必武、李
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数百
位将帅的丰功伟绩。同时，有效利用大
别山区红色遗址遗迹资源，定期组织师
生到陈潭秋故居、林育南故居、革命烈
士纪念馆等地开展体验学习，不断增强
师生对大别山光辉革命历史的认同感。

弘扬大别山精神，要使大别山红色
资源活起来，成为校园文化育人的鲜活
底色。近年来，学校大力推进红色文化
进校园，着力打造校园红色文化艺术精
品。比如，以大别山革命史为主线，组
织师生自编自演大型原创音乐舞蹈史
诗《大别山红色薪传》和大型校园黄梅
戏音乐剧《霜天红烛》，并将其作为新生
入校的第一堂思政课，让一批又一批学
生在一场又一场演出中接受红色文化
洗礼，真正让红色基因传承接地气、活

起来。参与演出的学生心灵受到震撼，
他们表示，每一次演出都能体会到大别
山革命先驱坚定不移的意志和甘于牺
牲的精神，这是永恒的感动，催人奋进。

弘扬大别山精神，说到底就是要
将红色基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
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
学校组建了一批红色志愿服务队，组
织学生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走进大别
山区，走进社区与福利院，关爱留守
儿童，帮助弱势群体，倡导文明新
风。从实践活动中归来的学生变得更
加坚毅成熟，他们说，通过在大别山
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他们接受了思
想洗礼，锤炼了品格意志，红色基因
已经在他们身上生根发芽。

（作者系黄冈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

黄冈师范学院:

红色基因代代传
余艳军

践行

钩
沉

解读

鄂豫皖苏区中心烈士陵园内雕塑鄂豫皖苏区中心烈士陵园内雕塑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大别山红色薪传》剧照
黄冈师范学院 供图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画作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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