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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篇

“马上要中考了，我们
来家里看看，了解一下智
强最近的学习生活状况。”
5 月 14 日下午，福建省上
杭县才溪镇才溪中学党支
部书记、校长丘文宣一行
人开车来到初三学生王智
强家中。每学年入户家访
每个学生两次，是才溪中
学一项坚持了 20 多年的
德育举措。

在通讯如此便捷的今
天，老师们为何还要“脚踏
实 地 ”与 家 长 面 对 面 沟
通？邱文宣向记者娓娓道
出了原因。

1930 年 6 月至 1933
年 11 月，毛泽东同志在闽
西领导革命斗争期间，曾
三次来到当年的中央苏区
模范乡才溪乡进行调查，
走门串户，一边帮助群众
干活，一边与群众亲切谈
心，写出了光辉著作 《才
溪乡调查》，体现了我们
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
的优良作风。当地群众流
传着一首歌谣：“苏区干
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
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
走山路访贫农。”

“我们学校的学生，
大多是农村留守孩子，我
们组织家访，可以及时了
解他们在家的学习生活和
思想状况。”丘文宣说，
作为教师，也要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深入学生家
中，把影响学生成长的问
题搞清楚，再找到破解问
题的办法。

“智强平时在家里表现得还不错，会帮我做
简单家务，但就是爱玩手机。”王智强的妈妈告
诉老师们。

“这样可不好。”班主任傅雄生告诉王妈妈，
要加强对孩子玩手机的督促管理，同时也告诉
王智强，适当的娱乐是可以的，但不能沉溺其
中，影响学习。

才溪，被誉为“将军之乡”。这里曾走出
了著名的“九军十八师”——9 位共和国开国
将军、18 位师长。王智强的太伯公，就是我
军著名将领、智取遵义城的王集成将军。老
师们带着王智强一同参观了王集成将军故
居，聆听了家族先辈为革命不怕牺牲、英勇战
斗的事迹。

王智强深受触动，表示要继承先辈艰苦奋
斗的革命精神，放下手机，管好自己，好好学习。

“把孩子交给学校，我们家长很放心。”王智
强的妈妈告诉记者。

多年来，才溪中学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红
色资源优势，把红色教育渗透到教育教学各个
环节：《才溪人民革命史》等著作是必进课堂的
德育教材；新生入学第一课，是参观毛泽东才溪
乡调查纪念馆、光荣亭；各班每学年至少在革命
传统教育基地举办一次主题活动⋯⋯引导学生
们充分认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筑牢他
们永远跟党走的坚定理想信念。

始于 2000 年的“将军之乡好学生”宣传
服务队，也已成为才溪中学的一个红色教育品
牌。利用课余时间，队员们到革命先辈、军烈
属、离退休老人、特困户家里，听革命故事、
接受革命教育，帮忙打扫卫生、送温暖。

在才溪中学操场边，有一座气势恢宏的红
军检阅台。1932 年，毛泽
东、朱德进军漳州会师才溪
时，在这里召开万人祝捷大
会。如今，硝烟散尽山河
新，红星闪耀书声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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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星

通讯员

熊永富

群山环抱的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一座
普通闽西小镇。开阔的田野上坐落着一处庭
院，白墙青瓦，古朴庄重。

1929年春，红四军主力入闽，八闽大地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古田人民踊跃
参加红军，积极支持革命，当地苏维埃政府
在这座庭院内建立了曙光小学。红军当年在
学校墙上写下的“保护学校”标语，至今保
留完好。

1929 年 12 月 28 日，古田会议在曙光小
学召开。迎着“曙光”，一条思想建党、政治
建军的光辉道路从这里启程。从此，军号愈
发嘹亮，星火渐成燎原。

如今，行走在八闽大地，红色记忆激荡
着每一座校园、每一位师生。

叩问初心 知来时路
军号声声，古田而来。
92年前的冬天，天寒地冻，大雪纷飞。
120 多名代表聚集在曙光小学，召开了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
著名的“古田会议”。

会场中间的数堆熊熊炭火，驱散了严冬
的寒意，更驱散了心头的疑问。

两天的会期，毛泽东、朱德、陈毅先后
作了报告，大伙儿展开了热烈讨论，认真总
结了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讨论通过了毛泽
东起草的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
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为什么一个会期只有短短两天、参加人
数仅有百余人的会议，却在历史上留下如此
浓墨重彩的一笔？原因在于，古田会议确立
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成为党迈向
胜利的里程碑。

“军旗跟着党旗走。”在党的绝对领导
下，人民军队从古田出发，西进、北上、东
征、南下，不断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克服一
个又一个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强敌，开辟
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和领导，

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引领人民军队
重整行装再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向毛泽东雕像敬献花篮，看
望老红军、军烈属等群体代表，和基层会议代
表一起吃“红军饭”。在福建工作时，他曾先后
7 次到古田调研，倡导和弘扬古田会议精神。
在这次会议上，他更是勉励大家，要把理想信
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
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

从古田会议到“新古田会议”，这既是红
色血脉的赓续，也是革命精神的传承。

当年在古田，党找到了思想建党的“密
码”，以持续的自我革命改造客观世界；92
年后再出发，古田会议精神对教育工作有何
意义？

古田会议纪念馆副馆长邓宇河向记者介
绍了“古田会议决议”的相关内容。“其中，

‘士兵政治训练方法’决议案中规定的上政治
课、早晚点名说话、集体讲话、个别谈话等
七种方法，提出的上政治课讲求启发式、说
话通俗化、说话要有趣味等十大教授法，内
容具体、要求实在，对于当下的学校教育工
作仍具有指导意义。”

在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执行院长张
雪英看来，当前我们强调学校要上好思想政
治理论课、全面加强党建工作等，“很多思想
源头和工作方法，都可以从古田会议提出的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中去寻找”。
古田军号，永远嘹亮。

与党同心 为党育人
红军军旗、红四军第一款军服、当年中央

发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一封留在墙壁上的
红军买米“留款信”⋯⋯从古田会议会址移步
古田会议纪念馆，党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
峥嵘岁月，仿佛在眼前一幕幕重现。

福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党史事件多、红
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据统计，全省有2500
多处革命遗址、1800多处（点）革命文物。

如何深入发掘当地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
铸魂育人、启智润心？福建的答案是：大力实

施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工程，面向大中
小学生，深入挖掘其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
源，着力推进红色文化铸魂育人工作。

——大力支持大中小学校通过挖掘校友
中的英雄先烈、校史中的奋斗故事、校馆中
的革命文物、校园中的红色遗址，进一步传
承红色基因、发扬光荣传统。

——把古田会议旧址、才溪乡调查等本土
红色文化有机融入课程，组织编写《福建红色
文化读本》大中小学生一体化辅导读本，全面
系统、螺旋上升地构筑红色教育体系。

——推动各大中小学将革命历史纪念
馆、遗址等作为研学旅行基地，设计开发一
批“红色之旅”研学旅行课程和线路，让学
生重温红色记忆，追寻红色足迹⋯⋯

与党同心、为党育人。
上杭县教育局党组书记袁晓芳介绍，依

托资源优势，该县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主
线，实施“争做著名苏区好老师”“争做著名
苏区好学生”两项工程，22 年来共表彰了
5768名“著名苏区好学生”。

传播闽西红色文化，讲好闽西红土地的故
事。龙岩学院在思政课中设置“古田会议精
神”“才溪乡调查精神”“红色交通线”“湘江战
役”等四个闽西革命史专题，把参观闽西革命
历史博物馆、邓子恢纪念馆作为全体学生的必
修课，让每位学子铭记闽西革命历史，传承红
色基因，形成了特色育人品牌。

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
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
在挖掘利用红色资源方面，距古田会议

会址仅 200 米的古田中心小学，有着得天独
厚的优势。

如今，他们把“保护学校”的红色故
事，搬到了舞台上，创作了 《瓜娃子上学》，
带领师生重温历史。

“红军就是我的家，共产党就是我的亲爹
妈，我这辈子跟定了红军，跟定了共产党⋯⋯”
这台由古田中心小学师生主演的舞台剧 《瓜
娃子上学》 已排练了一个月，进入了最后打

磨阶段。
校长赖焕明告诉记者，学校以红色教育

为着眼点，以艺术教育为突破口，自2010年
以来，不仅成立了古田曙光少儿艺术团，建
立了上杭县第一所乡村学校少年宫，还编写
了 《红土地之光》《闽西山歌》《红色经典诗
歌》。

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丰富了红色教育的
方法和路径，延展了红色文化的辐射范畴。

在泉州师范学院，“梦之起航”学生团队
凭借 《IP 红色古田综合体》 等作品，在第七
届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赛上，以
全场最高分斩获一等奖。“红色文化的融入，
构建起一个以红色为底色的产业链条，让不
同专业的人才实现跨界协作，共同在红色福
建这个平台上迸发创新力量，创造更多价
值。”该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教研室主任邓
秀勤说。

古田会议纪念馆宣教科负责人李杭英告
诉记者，馆校共建是近年来纪念馆发掘古田
会议红色教育功能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
古田会议纪念馆已同省内的厦门大学、闽南
师范大学、古田中心小学等大中小学校确立
了共建关系。专业讲解员走进校园、课堂，
用讲故事、趣味游戏、快板说唱等学生喜闻
乐见的方式，宣讲古田会议精神。

当年，为创建中央苏区，闽西10万子弟
参加红军，在参加长征的 8.6 万主力红军
中，有闽西儿女 2.6 万余人，到达陕北后仅
剩2000多人，可谓“一里一忠魂”。

对于普通的红军战士来说，他们或许并
不懂“主义”，但他们有一个信念，就算自己
牺牲了，只要革命成果保住了，子孙后代都
能过上好日子。

“我觉得自己现在好幸福。如果没有共产
党，哪有今天这样好的生活？”扮演“瓜娃
子”的古田中心小学五年级 （2） 班学生张
健生说。

今天，在这片曾浸
透先辈热血的红色土地
上，校园书声琅琅，孩
子笑容绽放。

闽山闽水苍茫，风
展红旗如画。

八闽大地 风展红旗如画
本报记者 黄星 张晨

编者按：这里，古田会议永放光芒，《才溪乡调查》等光辉著作点亮了中国革命的灯塔⋯⋯2500多处革命遗址、1800多处（点）革
命文物见证了 90 多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如今，我们重访革命老区，走进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才溪镇，感受一代代青年人
在革命精神的指引下，唱响青春之歌。

■新青年说

图 为 福 建 师 范
大学举办青春歌会。

学校 供图

坐落在彩眉岭下的古田会议会址，“古田
会议永放光芒”8 个大字，熠熠生辉。最近，我
又一次来到古田会址，寻找答案。

1929 年 12 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红四
军领导人，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曙光小学领
导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
大会，史称古田会议。参加会议的有 120 多位
红四军各级党代表、士兵代表、干部代表、妇
女代表等。当时正值寒冬，参会的代表们衣
着单薄，大家便在会场内堆起了木炭烤火取
暖，这里点起的“星星之火”越来越旺，终成燎
原之势，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
的国家，党员和军队的主体都是农民的情况
下建设起一个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一支
人民军队的？在这里，我找到了答案。这里

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
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
军队定型的地方。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
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一段伟大的历史，心
中就会增加许多正能量、新知识和新感悟。
古田会议强调的思想建党时刻提醒我们，作
为一名大学生，要加强思想建设，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头
脑，才能让自己走上一条康庄大道。

毛泽东曾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
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
的群众。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这个政党和
这支军队，就有了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今
天的中国强大了，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任何时候都不能脱

离人民群众。
92 年前，一条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光辉

道路从古田启程。从此，军号愈发嘹亮，星火
终成燎原。但愿吾辈相继起，接力奋斗护中
华。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我们要弘扬古
田会议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努
力成为对国家有用、对社会有益的时代新人。

（作者系龙岩学院2019级国贸专业学生）

但愿吾辈相继起 接力奋斗护中华
林慧莹

▼《古田会议》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晓伟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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