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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红船精神 开天辟地创伟业
赵金飞

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
……我曾经把“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

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
——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的讲话

【总书记说】

【精神阐释】

100 年前，在中华民族内忧外
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以
毛泽东、李达、董必武、王尽美等为
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怀着用马
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
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座石库门房子里
召开党的一大。其间，由于会场受
到暗探注意和法国巡捕搜查，最后
一天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
船上举行。这条游船见证了中国共
产党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因
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
名字——红船。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
伟大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建党
伟业所蕴含的伟大革命精神，也因
此被称为“红船精神”。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
神。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
先进分子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
义改造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
路，就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
党。

陈独秀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
组织。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
办 《青年杂志》（1916 年 9 月改为
《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
学”两面大旗，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
序幕。1917年1月，陈独秀担任北京
大学文科学长，大力宣传新思想、新
文化，使许多青年学子因此而果敢冲
决封建思想的束缚。经过五四运动的
洗礼，陈独秀逐渐否定了过去信仰的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
会主义，并从新文化运动积极转向建
党活动。1920年8月，经过酝酿和准
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
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杂志编

辑部成立，由陈独秀担任
书记。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
传播者。1920年后，李大钊先后在北
大史学系、政治学系等开设了“唯物
史观”“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等5
门课程，开了中国大学讲授马克思主
义理论课程之先河。1920年 3月，李
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比较系统研
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为了筹建
中国共产党，他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
国际的代表，商讨建党事宜。1920年
10月，李大钊领导在北京成立共产党
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
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第一个共产党组
织。

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
个中文全译者。1919年，陈望道从日
本学成回国，受聘担任浙江省立第一
师范学校国文教师，后因积极投身新
文化运动而被迫辞去教职。1920年2
月，受陈独秀等人委托，陈望道秘密
回到浙江义乌老家柴屋内，费了“平
常译书五倍的功夫”，夜以继日、孜
孜不倦进行《共产党宣言》的艰苦翻
译工作。周恩来在 1949 年召开的全
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当着代表们的面
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
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实践和革命
活动中，从播撒马列主义革命思想
火种，到建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组
织；从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纲领，到掀起大革命高潮……无不彰
显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
神。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
神。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
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
义确立为最高理想。从此，中国共产
党人有了坚定理想信念和强大精神支
柱。

1921年，中共一大在白色恐怖中

召开，由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在南
湖红船上完成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
命，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
挠的革命精神”。当年，出席中共一大
的代表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曾为完成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然而，经过中国革命的大浪淘
沙，他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
路，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归宿。为什
么有些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能做到
矢志不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
什么又有些人面对复杂局势，经不起
考验，中途脱党，甚至叛党投敌，沦
为汉奸？答案只有一个：理想信念的
坚定程度，决定了其人生的基本走
向。

毛泽东与董必武一起参加中共一
大，又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见证革
命成功，这不是偶然的。1920 年，
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
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
想，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旺
盛的革命精神。正如 1936 年毛泽东
在同斯诺谈话时所说：“1920 年冬
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
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
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和俄国革命历
史的影响的指引……我一旦接受了马
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
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
动摇过。”董必武比毛泽东年长 7
岁，是一位晚清秀才，他最早接触
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
想，后来追随孙中山先生，之后又
帮助过蔡锷的靖国军搞过一段时间
的兵运，最后才逐渐接受了马列主
义。在烟雨迷蒙的南湖之上，35 岁
的董必武找到了他将为之奋斗一生
的信仰。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
理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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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
神。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
党，从南湖红船上诞生之日起，就
公开宣布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
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实践活动和革
命斗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始终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而不懈奋斗、无私奉献的杰出代
表。如李大钊以“铁肩担道义，妙
手著文章”自勉，为共产主义革命
事业英勇就义；毛泽东为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贡献了毕生精力，他的6
位亲人先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献出了宝贵生命；何叔衡在江西苏
区突围时英勇牺牲，践行了为苏维
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革命誓言；邓
中夏在狱中留下遗言：“一个人为了
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
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
比泰山还重。”周恩来毫无保留地把
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中国共产党100年
波澜壮阔的历史，就是一部为民族
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英勇
牺牲、无私奉献的历史，是一部党
与人民群众始终心连心、同呼吸、
共命运的历史。

时代变迁，精神永恒。红船精神
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既
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
神，也是激励新时代广大教师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精神。从红
船精神中汲取创新的力量、奋进的
力量和奉献的力量，有助于我们踏
上新征程，奋进新时代，努力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系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
中心教授）

西迁精神 教育报国树丰碑
崔可嘉

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广大师生要大力弘扬西迁精神，抓住新时代新机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建功立业，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功绩。

——2020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

【总书记说】

【精神阐释】

走进西安交通大学的校园，可以看
到两条南北向的梧桐大道，两侧的梧桐
苍翠挺拔，已有双手合抱般粗。每到秋
季，金色梧桐叶飘落而下，成为一道美
丽的风景线。

“这些梧桐树，是60多年前交大西
迁时从南方运过来的，当时还是小树
苗，现在枝叶繁茂，已长成参天大树
了。”交大西迁亲历者、87岁的退休教
师胡奈赛回忆起迁校经过，仍然感慨万
分。

1955年，出于适应国内外形势和国
家建设布局的需要，党中央、国务院作
出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决定。交大师
生员工响应党的号召，告别故乡，从繁
华的上海奔赴千里之外的大西北，扎根
黄土地艰苦奋斗。

大树西迁，葳蕤生辉。65年来，西
迁的交大师生克服重重困难，用青春和
汗水建起了一所享誉国内外的著名高等
学府，用满腔热血铸就了“胸怀大局、
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
迁精神。

爱国主义是伟大民族精神的核心，
也是西迁精神的核心。对每一个交大人
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
所系、情之所归。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
的黄河长江……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这首 《歌唱祖
国》是西迁时交大师生最喜欢的歌曲，
激昂的旋律点燃了交大师生的爱国热
情。

交大师生以国家需要为重，将个人

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事业，放弃物
质享受和个体利益，将个人价值同祖国
建设、民族发展、人民幸福联系起来，
在祖国的大西北找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
舞台。

“幅员辽阔的国家，需要有知识的
青年去开发。当时的概念，就是我是个
螺丝钉，把我安哪儿我就在哪儿，开发
西部也是我们年轻人的责任。”当时，
刚刚从交大毕业的胡奈赛怀抱着这种简
单而朴素的信念，登上了前往西安的火
车，成为西安交大物理教研室的一名助
教。几十年后，胡奈赛回忆起西迁往
事，说道：“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国
家培养了我们，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
就去哪里，这很光荣。”

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迁校时
已50多岁。在校务委员会讨论西迁时，
他最先表态：“上海经过许多年发展，
西安无法和上海相比，正因为这样，我
们要到西安办校扎根，献身于开发共和
国的西部。”周恩来总理考虑到钟先生
年近花甲，且爱人常年卧病在床，指示
学校劝说先生留沪。他婉言拒绝：“从
个人生活条件讲，或者留在上海有某种
好处。但从国家考虑，应当迁到西安，
当初校务委员会开会表决时，我是举手
赞成了的，大学教师是高层的知识分
子，决不能失信于人，失信于西北人
民。”

陈学俊是当时西迁队伍中最年轻的
教授，他与爱人袁旦庆注销了上海户
口，把位于上海繁华地段的房产交公，
带着4个孩子举家西迁，一走就是一辈
子。他说：“既然去西安扎根西北黄土
地，就不要再为房子而有所牵挂，钱是
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

“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
搬。”交大师生奉献报国的精神，在任
何时代都光芒四射。

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
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
教育事业要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就必须

“听党指挥跟党走”，做到“党让我们去
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中国革命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同年同
地，北洋政府交通部下属的四所学校改
组完成，正式定名为“交通大学”。1925
年，交大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共青团
组织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高校最早成立
的党团基层组织之一。

党中央作出交大西迁决定后，面
对突如其来的千钧重任，以时任校长
彭康为首的学校党委坚决拥护党中央
决定，交大7位党委常委中的6位、17
位党委委员中的16位带头西迁。各总
支、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
部身先示范，广大师生打起背包就出
发。

那时的西安，马路不平，电灯不
明，电话不灵。据西迁老教授回忆，迁
校初期，校园内的道路还在铺设，晴天

“扬灰路”，雨天“水泥路”，学生从生活
区到教学区要走用竹竿和竹片搭成的

“浮桥”，学校甚至连一些必要的教学用
具都很难供应。

尽管如此，交大人没有一点儿怨
言，也没有一丝懈怠。共产党人艰苦奋
斗的革命作风，刻在西迁交大人的骨子
里。

从1956年 8月首批师生西迁，至
1956年9月10日交大在西安人民大厦
举行开学典礼，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
间，首批搬迁任务就顺利完成。至
1957年，交通大学70%以上的教师、
80%以上的学生迁至西安。没有中断任
何教学，没有迟滞一届招生，交通大学
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有力组织动员，
周密协调安排，创造了中国高教史上的
奇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更加重视教育，努力培养出更多更
好能够满足党、国家、人民、时代需要
的人才。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大学才有生命，才有未

来。
彭康指出：“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要

牢牢抓住两条,一条是党的领导，一条是
教师队伍建设。”在彭康校长的带领下，
交大人在逆境和困境中谋出路、求突
破，没有放松对学生的教育和对青年教
师的培养，更没有放松对科学技术的研
究。

1956年，高等教育部决定开设工程
力学专业，为“两弹一星”事业培育英
才。踊跃西迁的朱城教授，在西安交大
创办了工程力学专业，1957年开始招
生。由于该学科属新创，国内外无直接
经验借鉴，朱城带领同事广泛征询国内
力学界、工程界人士的意见，查阅了大
量国外相关资料。迁校之初，朱城已患
肝炎，身体不好，但除了吃饭睡觉，他
全身心投入到新专业的兴办和发展中。
授课之余，他还抓紧时间编写急需的讲
义教材，著成中国版《材料力学》。因积
劳成疾，肝病恶化，他在新专业成立后
第三年就不幸辞世，时年39岁，是西迁
创业殉职的第一位教授。

在朱城、殷大钧、赵富鑫、吴百
诗、胡保生、万百五等老一辈西迁人的
拼搏奋斗下，学校电气、机械、能源动
力专业传统优势得到全面发挥，同时相
继建成了工程力学系、工程物理系、无
线电系和一批反映当时最新科技发展的
新专业，并设立了第一批15个研究所，
新建实验室面积是迁校前的3倍。

西迁65年来，西安交大以民族复
兴为己任，为国家累计输送各类人才
28万余人，为西部建设和国家发展提
供了智力支持。

历史铸就荣耀，精神永放光芒。西
迁精神镌刻着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奉献、
赤诚报国的精神密码，体现了听党指挥
跟党走、爱国没有选择项、奋斗永在进
行时的政治觉悟和家国情怀。

（作者单位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宣
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