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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祭仪式上敬献花篮。李桂东摄

初秋的萍乡，满目锦绣。
在紫薇花盛开的秋收起义广场，秋收起

义纪念碑巍然矗立，庄严肃穆。这座熔铸了
“义无反顾、团结奋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
安源精神的百年工矿城市，正逢秋收起义 90
周年，全城涌动着一股纪念先辈、追思英烈的
热潮。

翻开历史的画卷，90年前的滚滚硝烟仿
佛就在眼前。

安源，积蓄革命力量
安源，是萍乡市所辖的一个区。90年前，

这里有“东方小莫斯科”的美誉，许多仁人志
士在这片热土上披肝沥胆。此后，随着油画

《毛主席去安源》的风靡全国，安源在国内妇
孺皆知。

是什么吸引众多革命家在安源赴汤蹈火
呢？记者在昔日苦难矿工的不屈身影中找到
了答案：安源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
当时这里是江西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残
酷的压迫使矿工们积蓄了英勇革命的力量。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点燃革命火种，将安源
工人引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上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一袭青布长
衫、双目炯炯有神的毛泽东，拨开湘江雾霭，
先后10多次踏足安源，深入农村、工矿进行社
会调查，与矿工促膝谈心、同枕共眠，体味了
矿工们的苦难与煎熬，读懂了矿工们的热切
与虔诚。深埋的革命火种从此暴露于青天白
日之下，化为战胜一切反动势力的洪流。

在安源，一处处革命遗址和纪念地，静静
地诉说着当年革命先辈的动人故事。毛泽东
第一次来安源考察时住过的八方井 44号；李
立三开办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的五福巷；刘
少奇和路矿当局谈判并取得胜利的安源公务
总汇大楼；毛泽民担任过总经理的“安源路矿
工人消费合作社”……安源，有中国产业工人
中最早的党支部；有中国工人阶级最早的经
济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有中
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校；有共产党领导的经济
组织发行的最早的股票；有中国工人阶级最
早的工会大厦——安源工人俱乐部。在这
里，最早举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诞生了中
国最早的儿童团——安源儿童团……一个个
中国革命史上的之“最”，佐证了安源在红色
历史中的独特魅力和重要地位。

90年前的安源，流淌着革命家的信仰与
坚贞，成为当今安源精神的宝贵源泉。

张家湾，酝酿革命起义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张家湾，萍乡市安源区安源镇的一个偏

僻小村。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著名的军事
会议，吹响了秋收起义的号角，这个原本默默
无闻的小山村从此被载入史册。

走进张家湾，军事会议旧址还是当年的
模样，坐椅已经斑驳，褪了色的会议条幅仍在
风中飘扬，搪瓷茶杯似乎还冒着热气，空气中
还弥漫着当初伟人们在此运筹帷幄时的紧张
气氛。这是一道让人永远铭记的红色风景，
正是这道风景乃至后来千千万万道这样的风

景，绘就了繁花似锦的当代中国。
据《萍乡军事志》记载：1927年 8月中旬，

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特派员、
湖南省委常委的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彭公达，根据湖南省委的决定，将中共安源特
别区委改组为市，组织行动委员会，为秋收起
义做准备。9月 9日，秋收起义正式爆发，经
过多日奋战，起义部队遭受重创，总指挥卢德
铭不幸牺牲。毛泽东被迫率部转移。10 月
初，部队到达宁冈县，成功开辟了中国第一个
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从
此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中国革命也从此走上
胜利之路、光明之路。

在“万里云烟齐到眼，九天日月可摩肩”
的武功山脚下，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烈士
墓坐落在上埠镇山口岩的苍山绿水之间。这
位从四川贫苦农家走出来的军事俊才，以自
己的生命践行了为民求解放不恤身躯的诺
言。青山有幸埋忠骨，人们至今仍能想象当
年战事的惨烈。在红色安源推演了一系列革
命运动之后，毛泽东和他的同仁已然掌握了
中国的走向，并最终带领中国迈向了寻求独
立富强的壮丽通途。

萍乡，继承革命风骨
史学家公认：萍乡，是秋收起义的策源地

和主要爆发地。这次起义，第一次鲜明地打
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尤其是队伍中
来自于安源的路矿工人“奋斗精神特别表现
得坚固和勇敢”，“可以说秋暴颇具声色，还是
安源工人的作用”。

那么，秋收起义为萍乡乃至为中国留下
了怎样的精神遗产？

湖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刘华清
认为，在起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
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作出了许多具有中
国特点的伟大创造，特别是在以攻打城市为
目标的军事行动遭到挫折后，适时地将革命
力量转向农村山区，走上了在井冈山建立农
村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
确道路，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
典范。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
行认为，发端于秋收起义的安源精神，与其
后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
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
共同汇成维系中国不断发展、进步和复兴的
精神血脉。

萍乡市委书记李小豹认为，发生在 90
年前的秋收起义，在某种程度上给出了一
个历史性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

胜无数艰难险阻？为什么能带领最广大人
民群众取得最终的胜利？是因为以毛泽东
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面对困难奋勇直
前、百折不挠，凭借着坚强不屈的信仰力
量，带领队伍前仆后继、奋斗不息，从困境
中寻找曙光，在挫折中争取胜利，从苦难中
走向辉煌，最终把革命的星星之火，点燃成
燎原之势。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史
是党执政兴国的根基与血脉”。纪念，是为
了更好地继承。李小豹说：“秋收起义启示
我们，牢记宗旨、坚定理想始终是党性之
魂；实事求是、敢闯新路始终是兴业之本；
艰苦奋斗、坚韧不拔始终是成事之基。正
是在秋收起义革命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
近年来，萍乡通过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
用革命传统精神鼓舞和激励全市党员干部
谋事创业，深入推进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升
级发展，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新旧动
能转换，加快建设具有江南特色的海绵城
市，加强干部作风和机关效能建设，努力争
创全国文明城市，全力做好民生工程‘八个
全覆盖’，谱写出长风破浪、砥砺奋进的新
篇章。”

90年壮怀激烈，秋收起义的旗帜擎举至
今，仍猎猎作响，一如初心不改，光辉永照！

用光辉历史烛照灿烂未来
——写在萍乡纪念秋收起义90周年之际

彭先荣 本报记者 刘启红

一个日子，以其璀璨的光芒永远值
得铭记；一面旗帜，始终在人民求生存
谋发展的征程上高高飘扬；一座丰碑，
彰显了革命先辈带领中国人民求解放
争民主的艰辛探索和卓越功勋。

1927 年 9 月 9 日，作为我党领导的
三大武装起义之一的秋收起义在这一
日爆发，从此开启了我党在积极应对
复杂形势中不断走向成熟的前进范式
和方向，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
夺取政权”的伟大探索，点燃了中国革
命走向成功的燎原星火。我们在秋收
起义纪念碑下举行盛大的公祭，并开
展重走秋收起义之路活动，一起聆听
历史的足音，回顾波澜壮阔的革命画
卷，就是为了追寻红色足迹，铭记先辈
功勋，让红色基因在每一个人的血液
里永续流传，在发展进步的新征程中
再创辉煌！

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我
们要不断夯实信仰底色，坚定信念不动
摇。秋收起义不仅是湘赣边革命民众
气壮山河的奋斗史诗，也是继安源工运
之后，敢于奋斗、敢于担当的萍乡人民
对中国革命的又一次重大贡献！穿过
历史星空，秋收起义蕴含的红色基因在
今天依然绽放光芒，不断激励我们在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道上阔步
前进！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种种挑
战，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更应该坚守政
治信仰，坚定理想信念，在思想上正本
清源、固根守魂，永远保持坚定的政治
信念和政治立场，始终保持对党的绝对
忠诚。

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我
们要不断夯实奋斗底色，砥砺前进不松
劲。在遭遇重大挫折和失利，面临着方
向和命运的抉择之际，秋收起义之所以
能从困境走向胜利和成功，实现中国革
命战略转变，正是毛泽东同志带领起义
部队，凭着艰苦奋斗、不屈不挠，敢于担
当、敢于胜利的奋斗精神，战胜重重艰
难险阻，开辟中国革命的新方向。今
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发扬奋
斗精神，逢事想在前面、干在实处，遇到
发展难关不松劲，遇到发展瓶颈不懈
怠，以实际行动和实干业绩谱写奋斗精
神的新篇章。

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我
们要不断夯实创新底色，锐意进取不掉
队。秋收起义初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的萌芽，在中国革命史上开启了一系列
伟大创举，探索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
市”的革命新道路……秋收起义的实践
启示我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创新之基。今天，我们传
承红色基因，就要像革命先辈那样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
气，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勇克难
关、勇闯新路，善于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各
种问题；就要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新道路、新模
式，不断寻求新增长点和驱动力。

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我们要不断夯实群众
底色，心系群众不忘本。群众工作是我们的传家宝。我
们党从来就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推动历史前进的，
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斗争，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上山”，其实就是找人民这个靠山！我们传承
红色基因，就要真正做到群众本色不变、群众情怀不淡、
群众路线不丢，“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就要不忘初心，回应人民期待，满足人民的新需求，
维护群众根本利益。

不屈的奋斗、不懈的探索、不朽的精神，秋收起义的红
色基因和丰富营养正是我们永葆本色、勇闯新路，不断从
胜利走向胜利的澎湃动力！传承好红色基因，我们的改革
和发展必将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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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萍乡讯（通讯员周文昂扬）9月7
日，萍乡市举行以“铭记先辈功勋，追寻红
色足迹，宣传红色基因”为主题的纪念秋
收起义 90周年“追寻红色足迹，重走秋收
起义之路”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萍乡市委
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聂晓葵宣布活动开
始，并为领队授旗。

启动仪式结束后，全体参加活动的人
员前往秋收起义烈士陵园，向秋收起义烈
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向卢德铭烈士雕像敬
献鲜花。随后，队伍沿着秋收起义革命先
辈的足迹，乘车前往芦溪县张佳坊乡杂溪
村，参观红军小学，吃忆苦饭；到达莲花
县高洲乡高滩村，参观秋收起义行军会议

旧址；最后到达莲花县城，参观莲花一支
枪纪念馆。所有成员在革命旧址接受红
色革命文化的传承和教育，聆听 90 年前
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感受革命老区日新月
异的变化。

本次活动由萍乡市委、市政府主办，
萍乡市委宣传部、萍乡市旅发委承办，旨
在隆重纪念秋收起义，深切缅怀毛泽东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
丰功伟绩，弘扬安源精神，宣传红色旅
游。来自该市的工人代表、团员代表、机
关党员干部代表、志愿者代表、群众代
表、驻萍部队官兵代表等 200 余人参加
了活动。

“重走秋收起义之路”活动启动

本报萍乡讯（通讯员雷剑）9月8日至
9日，纪念秋收起义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秋
收起义策源地和主要爆发地之一的萍乡市
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秋收起
义部分老同志家属代表等30余人参会。大
家共同回顾那段伟大的革命历程，探讨和
挖掘这份宝贵精神遗产的现实意义。

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着毛泽东领导
秋收起义的战略思维、从秋收起义军旗到
人民解放军八一军旗的发展演变、秋收起
义的历史地位、秋收起义与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道路、秋收起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贡献等论题，展开了学术交流和研讨互
动。8 日，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参观了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安源军事会议
旧址后，沿着当年秋收起义部队走过的

“红色之路”一路前行，瞻仰了卢德铭烈士
陵园，考察了高滩行军会议旧址、莲花一
支枪纪念馆，重温先辈们前仆后继、百折
不挠、勇往直前、奋斗不息的革命历程。

学术研讨会举行

本报萍乡讯 （通讯
员康霞萍）“ 家 住 安 源
萍水头，三代挖煤做马
牛……秋收暴动风雷骤，
明灯照亮，明灯照亮我心
头……”9月 8日晚，国家
京剧院排演的京剧《杜鹃
山》在安源大剧院上演。
经典的唱腔点燃了现场
观众如火的热情，历史的
风云通过现代京剧艺术
再次重现。

当年轰动全国的《杜
鹃山》再次在安源大地唱
响，这是萍乡市为纪念秋
收起义 90周年精心组织
的系列活动之一。近段
时间以来，该市以“铭记
先辈功勋、追寻红色足
迹、传承红色基因”为主
题，相继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纪念活动：9月 1日起，
为期一个月的网上公祭
英烈活动和秋收起义知
识有奖问答网友互动活
动拉开帷幕，活动启动当
天，参与公祭的网友就超
过 3万人；由安源路矿工
人运动纪念馆发起组织
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历
史图片巡展，9 月 4 日起
在萍乡秋收起义广场开
始为期一周的展出；萍乡
市纪念秋收起义 90周年
暨迎接党的十九大大合
唱比赛举行；9月8日至9
日还召开“萍乡市纪念秋
收起义 90周年学术研讨
会”，来自中央党史研究
室、中央党校党史部等部
门单位的专家教授一同
参加，进一步探讨了秋收
起义在中国革命史、军史
上的重要作用。

萍乡纪念秋收起义90周年活动丰富多彩

本报萍乡讯（通讯员梁永明）
青山埋忠骨，菊花寄哀思。在秋收
起义90周年之际，萍乡作为秋收起
义的策源地和爆发地之一，9月7日
上午举行了纪念秋收起义90周年烈
士公祭活动。来自该市1000多名各
界代表齐聚秋收起义广场，缅怀革
命烈士的丰功伟绩，进一步弘扬革
命精神，凝聚起奋进的力量，大干实
干快干，继续推动“年年有变化、三
年大变样、五年新跨越”，加快建设
经济繁荣、环境优美、开明开放、文
明幸福、和谐平安的“新萍乡”。

90年前的秋收时节，霹雳一声
暴动，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发动的秋
收起义战斗正式打响，开辟了一条
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正确革命道路。又是一年秋收

时，忆往昔，思今朝，革命先辈精神
激励后人砥砺奋进。

初秋时节，秋收起义广场绿色
浓郁，秋收起义纪念碑巍然耸立在
广场主轴带上。纪念碑身，“秋收
起义纪念碑”七个金色大字熠熠生
辉，分外引人注目。当天一早，萍
乡市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
烈士家属、老战士代表、少先队员、
驻萍部队官兵以及社会各界代表，
就来到秋收起义纪念碑前，面向纪
念碑整齐列队。

9时，庄严的公祭活动正式开始。
“礼兵就位！”随着号令，6名礼

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分两列行
进到纪念碑前伫立。

随着庄严高亢的旋律，全场齐
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昂

的国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在肃穆庄严的气氛中，萍乡市

委书记李小豹诵读了《悼念秋收起
义烈士祭文》。祭文深切缅怀了革
命先烈们的丰功伟绩，追忆了革命
先烈们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祭奠
了革命先烈们的英灵，寄托了后人
无尽的怀念和哀思，表达了后人继
承遗志推进“大变样”、建设“新萍
乡”的信心和决心。

随后，全场肃立，市领导和各界
代表向革命先烈鞠躬、默哀致敬。

默哀结束后，少先队员面向纪
念碑，高举右手，行队礼，献唱中国
少年先锋队队歌，表达他们继承革
命先辈光荣传统、踏着烈士足迹奋
勇向前的远大志向。

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18名
武警礼兵迈着铿锵步伐，护送 9 个
花篮，缓步走到秋收起义纪念碑基
座前，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各界
代表一一走上纪念碑基座向革命
先烈敬献鲜花，并缓步绕行纪念碑
一周，瞻仰纪念碑，向先烈们致敬。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千余名各界代表公祭烈士

1.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
1927年 9月初的一个夜晚，安源张家湾一栋僻静的楼

房里，闪烁着明亮的灯光。在灯光下的办公桌前，毛泽东
正在主持召开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会议
决定将安源的路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醴陵、安
福、莲花、衡山五个县的农民军等力量合编为工农革命军
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兵分三路，进攻长沙。

在安源召开的秋收起义军事会议，是中国工人运动
史上和中国工农红军建军史上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工
人运动、农民运动、武装斗争三者开始紧密结合的标志。
它确定组建的军队是第一支用共产党的旗帜为号召组成
的，由共产党独自领导的革命队伍。这也是毛泽东本人
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他组织和领导革命军队
的开始。

2.高滩会议
秋收起义后，总指挥卢德铭英勇就义，一挫再挫的工

农革命军从起义时的6000余人锐减到700余人。1927年9
月 24日，针对部队中存在的悲观情绪，前委委员会在高滩
村召开了一次行军会。毛泽东及时向部队提出高滩不散
摊，要求指战员不要怕行军困难，不要怕战时受挫，要看到
光明。毛泽东引经据典地讲述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忍辱
负重、以 3000兵甲打败吴国生擒吴王夫差的故事，项羽破
釜沉舟、以少数兵力大败秦军的故事，迅速稳定了部队情
绪，官兵们信心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高滩行军会议的召开，扫除了部队一路以来的悲观情
绪，坚定了士兵信念。次日凌晨，工农革命军一举攻克了
莲花县城，打了部队在秋收起义失败后的第一个胜仗。

3.引兵井冈
1927年9月26日，宋任穷受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

派遣赶到莲花，带来安福一带敌兵正在集结、不日将进逼
莲花的消息，并送来了汪泽楷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汪泽
楷在信中告诉毛泽东，要他带领秋收起义部队退到赣西宁
冈，因为那里有党的组织，有党领导的一支队伍。

对正处于迷茫状态的毛泽东来说，这是极为重要的信
息。下午，毛泽东在宾兴馆召开前委会。会上毛泽东通过
综合分析当前全国革命的形势和宁冈、井冈山的优势，指
出那是个避敌锋芒、积蓄革命力量的好去处。27日，部队
出发启程，29 日在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
编”，10月初到达宁冈。

从此，中国革命揭开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
的序幕，成了中国革命新的胜利起点。

参加“重走秋收起义之路”的队员参观高滩会议旧址。李桂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