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8 月 21 日，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
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同志诞辰 120 周年纪念
日。方志敏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更是江西人民
的骄傲。他的革命生涯短暂而光辉，坚定不移的信仰、
美好崇高的理想、洁白朴素的生活是他革命生涯突出的
精神特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生动体现。方志敏同志的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是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如一面高扬的精
神旗帜，感召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和弘扬方志
敏的革命精神，对于今天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
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具有重要的时代意
义，必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以新担当新作为续写新的历
史荣光。

革命理想高于天。坚定的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
挫折苦难而淬火成钢的重要法宝。方志敏1899年出生在
江西弋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聪明好学。学生时
代的方志敏就参加了诸多反帝爱国实践。离开家乡后，
他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历经磨砺并最终选择
了共产主义。他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方志
敏是何其兴奋，他说：“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
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
以为荣呵！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
了！”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方志敏把党的事业
看得高于一切，听党指挥、绝对忠诚，认为“如有那些
同志不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而消极怠工，那简直不是
真正的革命同志，而是冒牌党员”。他为了自己的远大理
想长期艰苦奋斗，并卓有成效地创建了被毛泽东同志称
赞的“方志敏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
十军。被俘入狱后，他依然斗志昂扬，用一颗赤诚之心
和一支激昂之笔为党工作，希望把“十余年斗争的经
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用笔写出来贡献给
党。在被关押的 6 个多月里，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
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等 10
多篇计13万多字的文稿，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信仰源自忠诚，担当不惧生死。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
高追求，就会坚强有力，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就能经
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一名干部有了坚定的理

想信念，站位就高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方志敏用他的人生
书写了信仰与忠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向方
志敏同志学习，党员干部就要始终坚定信仰、对党绝对
忠诚，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
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
本色。

方志敏出生在中国农村，深刻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
和需求。他时刻想着“如何去改善群众的生活，使群众
生活日渐向上”，始终把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
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全局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
生命。当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处于第四次反“围剿”的关
键时刻，他对中央调赣东北红十军赴中央苏区配合作战
的命令坚决服从，将红十军整建制地交给了中央苏区；
当中央苏区财政紧张时，他义无反顾地将一千多两黄金
送交党中央。他从来没有想着当官作老爷，而是把自己
当作人民的公仆，始终过着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担
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区司令员时，他上午做
苏维埃工作，下午做军区工作，晚上则是听汇报和发指
示，夜深再写文章；到各地巡视工作从来不准许招待，
谁招待谁就会受到批评；不接受礼品，也不允许别人和
红军部队、苏维埃机关接受任何礼品。在他的带动影响
下，整个根据地呈现出“天清地宁”的局面。他强调：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
困难的地方！”高洁的品格源自方志敏严格的自我约束，
为人民创造更富足的生活更是他一生不懈的追求。方志
敏长期从事苏维埃工作，与群众一起共同创造，让赣东
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经济社会文化有了创造性的发
展。对此，毛泽东同志表扬说：“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
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
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

品高源自守正，为民方能固本。方志敏一生矜持不
苟、舍己为公，心怀大爱、一心为民，坚持革命、以身
殉志，彰显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高洁的品格和无私为
民的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守精神追求，见贤
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处理好公和私、义和利、是和

非、正和邪、苦和乐关系。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
大官，保持平和心态，看淡个人进退得失，心无旁骛努
力工作，为党和人民做事。”向方志敏同志学习，党员干
部就要坚持两袖清风只为公、一身正气全为民，做一个
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的伟业之中。

方志敏战斗生活的环境异常艰苦，又有疾病缠身，
但他始终保持昂扬斗志，践行伟大理想。在革命处于低
潮时，他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笃诚信仰者，大革
命虽遭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绪，这次的失败，
只能是暂时的。在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他

“十百倍地加强政治工作”“发展党内布尔什维克的自下
而上、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纠正党内“腐败享乐的倾
向”，创办党校、举办“党员训练班”。他经常是“除了
吃饭走路，全部时间，都是开会演说，与群众谈话写文
件，总要弄到非常疲倦不能再挨下去的时候，才去睡
觉”。即使是被捕入狱，他依然斗志不倒，践行了“一个
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的誓言。面对敌
人的劝降，他说，“朝三暮四，没有气节的人，我是不能
做的”“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他用生命
书写下凌云壮志：“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
摇我们的信仰！”他最为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
机会”，用笔泣言：“我能丢弃一切，惟革命事业，却耿
耿在怀，不能丢却！”对于祖国的未来，他预言在不久的
将来，“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
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
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
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
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梦想源自初心，斗志鼓舞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干部要把党的初心、党的使命铭刻于心，这样，人
生奋斗才有更高的思想起点，才有不竭的精神动力。”在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下，方志敏心中美好的
愿景一步一步变为现实。向方志敏同志学习，党员干部
就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守住自己
的政治灵魂，在风险与挑战面前永葆斗争精神，把“可
爱的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也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第 70 个年
头。行程万里，不忘初心。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江西时指出：“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
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
神。这些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
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不竭精神动力。”新时代践行党的初心
使命，要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
伟大的革命精神，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加快建设富
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描绘好新时代
江西改革发展新画卷。

井冈山精神充分反映了我们党的崇
高追求，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
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
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
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
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坚定执着追理想”，积淀着中国共
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精神追求。井冈
山革命斗争时期，井冈山及周边六县牺
牲的革命烈士达 4.8万余人。革命先烈正
是怀着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崇高理
想，才奋不顾身、慷慨赴死。“理想信念
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坚定
信念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更是我们党
践行初心使命的精神追求。

“实事求是闯新路”，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道路自信。井冈
山革命斗争时期，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开辟
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
革命道路。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
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品格。

“艰苦奋斗攻难关”，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本色风骨。井冈
山革命斗争时期，面对异常艰苦的环
境、极度匮乏的物资条件，加上国民党
反动派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红
军不等不靠，依靠生产自救和艰苦奋斗
攻难关的优良作风，取得了一次次反

“会剿”的胜利。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
人取得革命成功的重要法宝，鲜明体现
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

“依靠群众求胜利”，贯穿着中国共
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立场宗旨。井冈
山革命斗争时期，党和红军心里时刻装
着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农民的
切身利益问题，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
持。回顾党的历程，正是因为我们党始
终保持一颗初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今天，我们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
展时期，也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在新的
时代条件下，我们要大力弘扬跨越时空的
井冈山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坚定理想，始终做到信念过硬。要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信心。要通过扎实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持续
深入系统地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稳
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把
初心使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

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
对党忠诚，始终做到政治过硬。要

牢记革命的初衷，沿着先辈的足迹，更
加坚定自觉地把对党忠诚的红色基因代
代相传，切实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
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要提高加强
党性锻炼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江西打造成最讲
党性、最讲政治、最讲忠诚的地方。

担当作为，始终做到责任过硬。要
从党的光荣历史、优良革命传统、革命
先烈先辈感人事迹中汲取力量，不断增
强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时不我待的责
任意识，勇挑重担，敢啃硬骨头，一门
心思谋发展、抓工作、促落实，担当实
干、奋发有为。

务实创新，始终做到能力过硬。要

对照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补强本领上
的短板、能力上的不足。克服“只求过
得去、不求过得硬”的错误思想，对工
作高标准、严要求，善于用新思路新办
法解决新问题，多想新点子、闯出新路
子；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变革、勇于
创新，在干事创业中增长本领，不断培
养改革创新意识、增强改革创新本领。

一心为民，始终做到作风过硬。要
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最困难的群众
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具体
的工作抓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
之忧，自觉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
取信于民，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
伟力。

（作者单位：中共吉安市委讲师团）

方志敏同志的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是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如
一面高扬的精神旗帜，感召着一代代中国共
产党人。传承和弘扬方志敏的革命精神，对

于今天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
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具有重要的时
代意义，必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以新担当新
作为续写新的历史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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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

什 么 是 5G？ 5G 的 G 是 英 文
Generation 的缩写，也就是“代”的
意思。5G，就是指“第五代”，是第
五代移动通信系统的简称，也指第
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是我们当前广
泛运用的4G技术的延伸。从1G升级
到 5G，移动通信技术不断升级，推
动社会不断发展，而 5G 技术对生活
和生产改变会更大，甚至会给社会
带来根本性的变革。有人总结得很
形象：2G 开启了 txt （文本） 的时
代，3G 开启了 jpg （图片） 的时
代，4G 开启了 avi （视频） 的时
代，而 5G 将开启万物互联的时代。
当前，随着5G商业牌照的发放和5G
网络建设的大范围铺开，5G 时代即
将来临。

那么，相对于以往通信技术而
言，5G 的核心优势在哪里？ 5G 的
特点一般可用这几个方面来概括，
即“超高速、低延时、海量连接、
泛在网、低功耗”。用更形象的话来
概括，那就是“无与伦比的快”“人
多也不怕”“什么都能通信”“最佳
体验如影随形”“超实时、超可靠”。

超高速。与 4G 相比，5G 最直
观的特点是“无与伦比的快”。5G
的峰值理论传输速度比 4G 快数十
倍。形象点来说，在 5G 网络环境
下，一部超高清画质电影可在几秒
之内下载完成；一眨眼的工夫，用户便可完成数百张照
片的传输。

低时延。5G的突出优势还在于其低时延特性。时延
指的是两个设备相互通信需要多长时间。研究显示，2G
的时延时间为 140 毫秒，3G 的时延时间为 100 毫秒，4G
的时延时间为 20 到 80 毫秒，而 5G 的时延时间仅为 1 毫
秒。举个例子，当你点击一个网址或者打开一个视频的
时候，它会先向网络发送一个请求，之后网络会回应给
你一个网址或者开始播放你想打开的视频，用上 5G 以
后，这个延迟时间最多只需1毫秒。

海量连接。根据通信界对5G的定义，5G网络将实现
每平方公里至少能承载100万台终端设备。遍布各个角落
的基站设置将满足海量用户的通信要求，并保障数以亿
计的设备安全接入网络，即便在最遥远偏僻的地方也不
例外。简而言之，5G 将实现“随时随地万物接入”。1G
到4G解决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而5G则侧重解决
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通信，可以实现真正的“广义物
联网”。

泛在网。泛在网，即广泛存在的网络，通俗来讲，
就是让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网络存在，无论何时
何地都能连接到 5G 网，让用户“永不掉线”。人们使用
4G网络时，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地铁上打电话会
突然中断，地下车库、电梯里无法上网等。而人们用上
5G 网络后，这种情况将不再发生。因为 5G 基站是一种
微基站，身量更小、分布更多，可以发出比 4G 信号塔
更高密度的信号，从而解决偏僻区域信号盲点的问题，
让用户随时在线。

低功耗。当前 4G网络下许多物联网产品虽然有一定
发展，但是仍存在很多瓶颈，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功
耗高。以智能手表为例，大多数要每天充电，有时甚至
不到一天就需要充电。而在 5G环境下，物联网产品功耗
将大大降低，大部分物联网产品可能一周只要充一次
电，甚至一个月只充一次电，这就大大改善了用户体
验。5G低功耗的特性，也使网络设备补充能源的频率大
幅度减少，有利于延长终端设备电池的使用时间。

需要强调的是，5G时代将不仅仅是通信技术领域的
一次重大变革，更是一次产业跨界融合的拓展，将实现
由人与人之间的通信扩展到万物互联。5G应用将不再仅
仅是手机，将更多面向未来 VR/AR、车联网、无人驾
驶、工业互联网、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应用场景，实
现由个人应用向行业应用的转变。根据通信业界将 5G的
应用的划分，未来 5G应用有三大场景——增强型移动宽
带，海量机器类通信，超可靠、低时延通信。

增强型移动宽带，指超高清视频等大流量移动宽带
服务。这一应用场景主要是发挥了 5G传输速率快、与网
络连接容量大的优势，让VR、超高清视频、无线宽带等
大流量业务成为可能或体验更好。

海量机器类通信，指大规模物联网业务。5G网络的
重要目标是让终端用户始终处于联网状态，5G技术将打
通我们身边的所有各种各样的设备，让人与机器、机器
与机器之间实现连接。这些应用领域包括智能家居、智
能物流、智慧农业、智慧社区、共享设备等。比如，在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中，各类智能家电通过 5G网络接入云
端，基于用户习惯深度学习，家里空调会记录你的温度
习惯，电视会记录你的播放习惯，洗衣机将记录你多久
洗一次衣服，从而打造属于个人的智能管家。

超可靠、低时延通信，主要指如无人驾驶、工业自
动化等需要低时延、高可靠连接的业务。这方面的应用
将给社会带来巨大变革，应用场景包括人工智能、自动
驾驶、交通控制、远程施工、同声翻译、工业自动化
等。比如在驾驶领域，当你开车需要踩刹车时，普通人
的反应速度大约在0.5秒左右，而在5G网络下，无人驾驶
汽车只要1毫秒就可以快速做出反应。

当然，5G的应用并不局限于以上三大场景，随着5G
网络的实际部署和行业应用的拓展，其应用场景还将不
断丰富。5G 技术与工业、医疗、交通、娱乐等传统领域
的深度融合，将形成更广泛的垂直领域的创新应用，推
动实现万物广泛互联、人机深度交互、生产生活高度智
能的愿景。“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在 5G时代万
物互联的场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将被彻底改变。而
5G 时代的到来，也将为我们开启一个全移动、万物互
联、充满想象的智慧社会。

（作者系江西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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