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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来了大翻身，穷人当家做主人，
学习文化入夜校，瞎子开目见光明。”这首
流行于苏区的山歌，是中央苏区时期教育
成就的真实写照。苏区时期，在极端艰难
困苦的条件下，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了许
多有力措施推动苏区教育事业发展，提高
了苏区军民的知识水平和政治觉悟，创造
出一片“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土地革命前，苏区农村文化教育十分
落后，文盲占人口的 90%以上，读书的
绝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子弟，
工农群众的子弟是上不起学的。苏维埃政
权建立后，根据地人民在文化教育上也翻
了身。苏维埃政府将群众接受教育作为工
作的重要方面，兴办了各种由工农劳苦群
众当家作主的文化教育机关，工农及子女
享有教育优先权。政府用一切办法提高工
农的文化水平，给予群众一切可能的帮
助。如儿童教育阶段，列宁小学的教育经
费完全由苏维埃政府承担，工农子弟一律
免费入学，红军家属、殉难烈士、革命干
部子弟或经济上确有困难的，伙食费也可
以由学校补贴。在普通教育的基础上，政
府还设立了识字班、夜校、半日学校、识
字牌等不拘一格的教育形式，开展社会教
育与扫除文盲运动，将党一心为民的执政
理念内化为苏区教育的本质。

苏区教育事业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发展起来的。在农村，原有的校舍等因频
繁的战争和敌人的破坏荡然无存。列宁小
学及各级学校的师生艰苦奋斗、自力更
生，解决校具和设备困难。没有教室和礼
堂，就把课堂搬到民间的草房、祠堂及庙
宇里面；没有黑板，就在庙宇或祠堂的木
板、堂匾上涂上烟灰代替；没有课桌椅
凳，学生就从家里自带或用砖石、土坯和
木板堆砌；没有体育用具，师生就动手挖沙
坑、做秋千及篮球架、搭乒乓球台；没有粉
笔和红墨水，教师就用白石泥做粉笔，用朱
红石磨成红墨水⋯⋯许多学校为了给国家
节省教育经费，还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动
员师生利用课余时间种粮、种菜，发展农业
生产，实现了教具、蔬菜及办公经费的自
给。在这种条件异常艰苦、环境十分恶劣、
设备特别简陋的情况下，广大师生响应党
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以艰苦奋斗的精神
劲头，推动苏区教育事业实现蓬勃发展。

在大部分列宁小学，除校长外只有一
个教员，许多教员实际上身兼数职，既是
列宁小学的教师，又是夜校、识字班的教
员。虽然工作十分繁重，基本上没有薪资
待遇，甚至许多教员需要自己带伙食到学
校里面来授课，但许多教师依旧甘于付
出、忘我工作，为苏区教育事业奉献一
切。当时，苏维埃政府委派教师的家乡耕
田队帮助教师家属耕田种地，使教师能够
全心投入教育中。一些没有分配土地的教
员，就由学生家属轮流供给他的伙食，节

省公家的经费来帮助战
争 。 苏 区 人 民 无 私 奉
献，倾其所有支持教育
事业，自愿募集教育资
金。苏维埃政府主席毛
泽东不仅倡导发展教育
事业，还身体力行参加
教育实践，经常到教导
队、训练班及各级学校
去上课，到工农群众中
去做宣传工作。在党和
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

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教育，义务
为学员上课，解决了苏区教师队伍紧缺问
题。

苏区时期，为使党员干部和广大军民
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共苏区中央
局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毛泽东、
任弼时、董必武、朱德、邓颖超等教员，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马列主义思想深入
浅出地讲给广大学员，使他们认识到马列
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学
校将理想信念教育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
起来，培养群众的革命意识，将革命理想
信念根植在苏区军民心中，使大家明白革
命的目的和党的崇高理想，坚定跟随中国
共产党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念。马克思
共产主义学校给广大党员提供了强大的革
命动力，党员虽处逆境，却对革命前途充
满了信心。一些党员不幸被捕后，面对敌
人高官厚禄的许诺及酷刑的威逼，拒绝出
卖党的情报，依旧坚守心中的理想信念。
正是因为有着坚定的信念支撑，党才能克
服重重难关，最终取得革命胜利。

苏区教育强调求真务实。苏维埃教育
“四在于”的总方针，就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
主义教育原理，结合当时革命斗争实际，在
总结概括苏区文化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的。1934年2月，瞿秋白担任中央工农
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后，针对苏区
教育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提出苏区教育是

“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
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阶级教育”“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等正确
的教育方针。苏区教育把提高劳动人民的
政治文化水平，提高工作能力和战斗精神作
为重要现实任务，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体现出求真务实的
作风，为教育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廉政教育是苏区教育的一项重要内
容，主要教育党员干部不断净化思想灵魂，
抵挡升官发财的诱惑，从思想上纠正个人
主义、享乐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
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
在艰苦的环境下处处以身作则，勤劳朴素，
克己奉公，为苏区的廉政教育树立了榜
样。他们在吃住等方面，不享受特殊待遇，
与普通群众同甘共苦。毛泽东经常帮助农
民修堤开荒；朱德与战士拿一样的津贴，一
起干活，芒鞋草履，经常被误认为是“伙夫
头”；张闻天积极参加义务劳动，上山砍柴
送给红军家属；方志敏身无分文，过着朴素
的生活⋯⋯党和苏维埃政府还严厉打击教
育战线的官僚主义及贪污腐败现象，公开
学校的经济状况，号召学生参与学校经费
预算和决算，既保证了苏区教育内容的清
正廉洁，又保证了苏区教育过程的清正廉
洁，为苏区教育奠定了高尚的品格。

苏区党员、军民始终发扬锐意进取、
勇于开拓、争创第一的精神。上杭才溪区
为创造一流的教育，召集执委扩大会及各
乡主席联席会，专门讨论教育问题。会后，
才溪区不仅在短期内克服各种困难，筹足
了 9 个月的教育经费，而且建立了 49 所日
校、66 所夜校，并在各乡村的大路两旁建
立了 70 个看图识字处。才溪区这种争创
一流教育的精神，被《红色中华》誉为“文化
教育工作的榜样”。中央苏区通过多种形
式的教育，实现了每村设立一所小学、适龄
儿童入学率达 50%的骄人成绩。苏区教
育工作者勇创一流工作的奋斗精神和敬业
精神赢得了苏区军民的交口称赞。

苏区教育彰显苏区精神
徐功献

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高校思政
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需要。赣南师范大学地处赣南原
中央苏区，多年来一直坚持“立足
红土地办学，以苏区精神育人，为
苏区振兴服务，做苏区精神传人”
的办学传统，积极发挥思政课主渠
道作用，大力推进苏区精神融入思
政课教学改革和实践，努力打造

“以苏区精神育人”的高地。学校组
织编写 《红色文化十讲》《苏区精神
读本》 等教材，面向全校大学生开
设红色文化十讲课程，努力推进苏
区精神和红色文化进教材、进课
堂、进学生头脑。

《红色文化十讲》 教材以红色文
化和苏区精神为主线，以问题为导
向，以坚定“四个自信”为目标，
紧扣社会现实和学生思想实际，在
对“为什么要传承弘扬好红色文化
和苏区精神”进行历史回顾、现实
展现和学理分析的基础上，对“红
色道路、红色思想、红色政权、红
色精神”进行“理论—历史—现
实”的结构性阐释，系统回答关于
大学生坚定“四个自信”的若干问
题。用“红色书信”亮出主题，用

“金句语录”提升政治高度和思想深
度，用“资料链接”佐证事实真
相，积极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困
惑和理论关切。《红色文化十讲》 教
材还使用“延伸阅读”二维码，将
红色文化以生动的形式呈现，增强
教学的说服力、渗透力、感染力。

赣南师范大学着力建立教研一

体化的教学运行模式，以教育部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核心平台，
推动核心平台功能延伸、课堂教学
和科研类平台全面对接以及“实践
教学、第二课堂、网络教学”等多
教学平台叠加，通过教研一体化，
构建“教学支撑科研、科研反哺教
学”的机制，从而解决了教学、科
研两张皮问题，实现了苏区精神研
究成果与教学成果的相互转化。在
实 际 工 作 中 ， 学 校 按 照 “ 平
台+”理念，进行教学科研队
伍整合，实现研究人员、
教学人员、宣讲员队伍
的“三员一体”。

赣南师大建有中
央苏区历史博物馆、
红色文化育人成果展
馆等红色场馆，作为大
学生思政课的校内现
场教学场所。思政课
教师在讲授苏区史和
苏区精神专题时，可
以到博物馆进行情景式
教育，深入生动地讲解每个红
色文物背后的革命历史。

学校努力推进现场教学场所向
校内外实践教学平台延伸。一是充
分发挥赣南苏区的红色文化教育

资源优势，将大学生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和弘扬苏区精神
结合起来，组织学生走出校门，深
入农村和基层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二是精心组织革命圣地学习考察活
动，在红都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地于都、苏区工作模范县兴国等
地设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充分发
挥各类革命博物馆、纪

念塔、展览馆、革命烈士陵园等的
爱国主义教育作用，组织各种形式
的参观学习。三是组织学生开展

“重走红军路”活动，沿着当年红军
足迹，一路寻访老红军，搜集整理
红色歌谣、地方人文资源，参观革
命旧居旧址，请老红军或专家讲述
苏区的历史与传统，亲耳聆听革命

先辈的英勇事迹，感受红
军之路的巨大变迁。

以苏区精神育人 做苏区精神传人
邱小云

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治
国理政实践的宝贵精神财富，承载
着中国共产党为民执政的初心与使
命。新时代继承与发扬苏区精神，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
色、坚定不移推进党的建设提供了
奋勇向前的不竭动力。

苏区精神源自苏维埃
政权建设实践

苏区精神是在土地革命时期中
国共产党领导苏区人民开展政权建
设、进行武装斗争、探索中国革命道
路的实践中形成的。大革命失败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
结合，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
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探索。1931年11
月 7 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胜利召开，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工农劳苦大众
翻身做主人，进行人民政权建设。

“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
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在
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
国共产党创造性地领导各苏区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
生等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在瑞金城
外叶坪村的谢氏宗祠里，用木板隔
成的15个小房间构成了中央政府的
九部一局，毛泽东曾深情地说：“我
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政府机关，
都在这个谢家祠了。条件是简陋
的，同志们的工作是艰苦的，但我
相信，同志们一定能代表工农大众
掌好政权，做人民的公仆，成为模
范的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是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
政权，描绘了共和国的伟大蓝图；
苏区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治国理
政试验田，共产党人的文韬武略都
在这里试验过、预演过。

苏区精神为革命胜利
提供指引

坚定信念、求真务实展现了中

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坚定的理
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
魂。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与苏
区军民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
信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用鲜血与生
命诠释对党的忠诚。江西省苏维埃
政府裁判部部长江善忠写下血书：

“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
万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
府教育部部长瞿秋白高唱国际歌从
容就义。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
坚在狱中浩然正气地写下“生是为
中国，死是为中国。”闽浙赣革命
根据地的缔造者方志敏就义前写
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红军长
征后，陈毅与苏区群众经历艰苦卓
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绝境之
中坚信“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
万里江山”。苏区无数革命先辈的感
人事迹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
定的革命信念。求真务实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优良品格。毛泽东坚决反
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把马克思主义理
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探索革
命道路。在苏区，毛泽东积极开展
调查研究，强调以问题为导向，提
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
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苏区时期
广泛开展的调查研究充分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也
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胜利
的重要法宝。

一心为民、清正廉洁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
宗旨。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
关心群众生活，为苏区群众谋利
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成立之初，颁布了 《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
法》《婚姻法》 等百余部法律法规与
行政命令，以法律的形式确保人民
群众的利益。毛泽东教育广大党员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指出要像和尚念经一样时刻叨念

“争取群众”。为了确保苏维埃政府
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保党
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党和苏维埃政
府积极加强自身建设。1933 年 12
月15日，中央政府颁布 《关于惩治
贪污浪费行为》 的训令，针对有贪

污浪费行为的苏维埃机关、国营企
业及工作人员制定了明确的惩治标
准。领导与广大军民一样，过着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生活。毛
泽东带头执行“三钱盐，两钱油”
的最低生活标准，到各县调查工作
按标准结算伙食住宿费，从不搞特
殊化。

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
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担当的
优良作风。苏区时期，由于国民党
的长期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
苏区军民生活十分艰苦，广大党员
干部坚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克
服重重困难。“苏区干部好作风，自
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
夜打灯笼访贫农”的山歌在苏区广
为传唱。在党的领导下，苏区干部
在苏维埃建设中争创一流，创造了
令人瞩目的“第一等工作”。在反

“围剿”斗争艰苦环境下，兴国县的
干部开展党员干部“十带头”，在政
治学习、军事训练、执行勤务、参
军参战、遵纪守法、购买公债、节
约粮食、优待红属、发展生产和移
风易俗十个方面进行竞赛。在苏区
党员干部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
私奉献的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下，广
大苏区军民团结奋斗，在政治、经
济、军事等各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坚持四个原则弘扬苏
区精神

新时代弘扬苏区精神，必须坚
持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
理论创新发展。当年，我们党之所
以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短短几年
内创建一支相当规模的人民军队和
一系列革命根据地，并推动根据地
建设取得重要成就，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革命根
据地创建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本本
主义、教条主义，注重调查研究，
根据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
主义。我们要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深
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
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

新时代弘扬苏区精神，必须坚

定理想信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
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
柱。当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仍在继续，我们党面临着一系列
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与
重大矛盾的考验。新时代，我们要
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
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来之不易，从苏区精神中汲取力
量、从红色基因中坚定信仰，深刻
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
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不断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

新时代弘扬苏区精神，必须牢
记初心使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鲜明本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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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
党的初心与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
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战争
年代为人民打天下，执政时期为人
民治国家。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
产党的初心，更是中国共产党的恒
心。我们广大党员要弘扬苏区精
神，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的理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锤
炼忠诚干净担当品格，增强人民情
怀，践行群众路线，凝聚实现民族
伟大复兴的人民力量。

新时代弘扬苏区精神，必须坚
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
的建设，永葆党的生机活力。苏区
时期，一大批廉洁奉公的好干部涌
现出来，苏维埃成为“空前的真正
的廉洁政府”。党的历史、新中国发
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实现民族伟
大复兴、创造世纪伟业、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在于坚持
党的领导。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之时，我们要立足新起点、新征
程，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肩负的
历史使命，总结历史经验，发扬苏
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永葆党的活力。

苏区精神是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精神财富苏区精神是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精神财富
孙昊 邱小云

解读

我们要始终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推动创先争优，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
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
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这一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
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 ——习近平

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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