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井冈山精神，开启时代新征程 

爱德公司 马静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党的十九大刚刚闭幕之际，院党委

组织第二批党员干部赴井冈山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学习贯彻十

九大精神培训，意义尤为重大。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我们应

该怎么学？学什么？ 

带着深深的思考，循着先烈的足迹，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在黄洋界哨口、在八角楼上……我们追思红军在井冈山 2 年零 4

个月的峥嵘岁月，领略革命斗争的熊熊烽火，感受中国革命从低

潮走向辉煌的壮观景象……所到之处，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

一段段故事，一个个旧址，无不令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学习井冈山精神，重在筑魂。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井冈山精神

的灵魂。井冈山“两年零四个月的革命斗争异常惨烈，牺牲烈士

4.8 万人，平均每天就有 50 多人倒下……”，面对巨大的牺牲，

根据地军民铁骨铮铮、大义凛然；刘仁堪同志在刑场上慷慨陈词，

被敌人用匕首割掉舌头，他忍着剧痛，用脚趾头蘸着血在地上写

下了“革命成功万岁”六个鲜红的血字，英勇就义，年仅 26 岁；

小井红军医院 130多名重伤病员，面对阴森森的机枪口，不为敌

人的威胁利诱所动，相互搀扶着，在“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悲壮

口号声中倒下……烈士们的英雄壮举，深深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始终忠于党，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我追随

党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情感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红军

老战士曾志同志给出了答案。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因为有着“革

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力量，我们党和老一辈革命家才能无惧

“敌军围困万千重”，有力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

问，并最终走向胜利。坚定的理想信念是确保革命事业永远立于

不败之地的强大的精神支柱。党的十九大绘就了伟大梦想新蓝

图，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外部复杂环境的影响和党自身建

设方面的现实挑战，使我们党面临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

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和严峻。面对时代的考验，

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

“钙”，铸牢党性之“魂”，永葆昂扬斗志，以对奋斗目标的执

着追求、对本职工作的不懈进取、对高尚情操的笃定坚持、对艰

难险阻的勇于担当，在谱写时代新篇章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学习井冈山精神，意在寻根。紧紧依靠群众是井冈山精神的

根本。井冈山斗争史是军民同仇敌忾的战斗历史，“最后一碗米，

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老棉袄，盖在担架

上，最后亲骨肉，送他上战场。”黄洋界以少胜多的战斗奇迹、

红军挑粮小道的艰险崎岖、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感人故事，让我

们深深感受到党始终为人民谋福祉的宗旨追求，感受到红军始终

相信群众、关心群众、同群众亲如一家的优良作风。人民群众真

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凝聚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使我们党克服



重重困难，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保存了革命的火

种，走上了胜利的道路。“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坚持一

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是井冈山斗争凝结的宝贵经验，

是我们党得以生存、发展和不断壮大的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了

新战略新目标，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但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优良传统不能

丢，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

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们要

时刻牢记党的宗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把群众放到心中最高位

置，始终热切回应群众期盼，始终把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

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凝神聚力共同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学习井冈山精神，贵在求是。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

精神的关键。枫树坪下听传统，八角楼前觅灯光。八角楼的灯光

照亮了革命前进的方向。面对井冈山敌强我弱的形势，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深刻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把马列主义的

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敢闯新路的勇气、胆

量和智慧，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

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走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之

路。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既是井冈山斗争最重要的一条经

验，也是我们党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开



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道路，也

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新成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

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我们要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确定

的重大思想、重大判断、重大战略和重大任务，把握历史、现实

和未来，以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立足实际，把握时代声音，找准突出矛盾，破解现实难题，奋力

闯出新常态下的发展新路。 

学习井冈山精神，永褒本色。艰苦奋斗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极端艰苦，毛泽东、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

艰苦奋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带领井冈山军民自己挑粮、种

菜、编草鞋、挖草药、熬硝盐、办军械厂，克服各种困难艰险，

打破重重包围封锁，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使星星之

火终成燎原之势。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在井冈山时期孕育的优良传

统之一，也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在党的七届二中

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

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全党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

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

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

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今天，我们党带

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国家

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得到持续改善，但艰苦奋斗的本色



不能忘、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不能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

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肩负历史使命，我

们必须不忘初心、永褒本色，尚俭戒奢、廉洁奉公，以无限的忠

诚、责任和激情，努力创造无愧于先辈的业绩，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井冈山学习培训心得体会 

北小区  乔立伟 

10 月 30 日至 11月 3 日，我参加了中国水科院革命传统及

十九大精神学习教育培训班，这次井冈山之行得到了院党委精心

组织，学习井冈山精神，就是不忘初心，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

神的核心。让大家在红色革命圣地亲身感受党的艰苦奋斗历史，

学习发扬井冈山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艰苦奋斗精神，走好水利

事业的“长征”路。 

学院安排学习内容丰富，有情景教学、现场教学、体验教学，

激情教学、互动教学等。10 月 30 日下午我们在开班仪式上大家

穿上了红军服高唱国际歌。发扬水科院精神，展示水科院形象。

接着我们进行了激情教学，通过热身小活动组建团队，发扬团队

精神并编排了歌词唱红歌，以唱红歌的方式重温了革命历史，缅

怀先烈，更重要的是我们领悟井冈山精神。这种精神不但是革命

胜利的根源，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根源。 

全体党员在革命烈士陵园进行了现场教学，向我们的先烈默

哀致敬并敬献花圈，我们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全面地记录

了中国工农革命军从 1927 年 9 月至 1930 年期间的整个过程。，

井冈山怎样从一块默默无闻的土地发展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最

伟大的革命根据地。可以说，我们脚下每迈出的一步，都是无数



革命先烈用鲜血与生命铺垫而成的。参观后得到的东西比我想象

的要多，既看到了革命斗争的腥风血雨，又看到了根据地建设的

欣欣向荣。毛泽东在井冈山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续写了跨世纪的辉煌;

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现在我终于有了不虚此行之感，因为我终于明白了这种力量就是

井冈山精神。 

我们先后还参观了茨坪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旧居，这是领袖

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居住条件异常艰苦，让我们感受到当年革命

领袖和红军战士以及井冈山人民的艰苦奋斗的精神。黄洋界哨

口，红军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打败了四个团

的进犯敌人，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我们瞻仰了小井红军烈士墓、

曾志同志的墓等，更进一步了解理想信念的重要性，更用心去体

验、去感悟。在烈士陵园，一股崇敬之情在心间悠然而生，一幅

幅题字更突显革命的意义和情感，一座座雕塑传达着理想信念的

伟大。他们为了坚定理想信念，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让子孙后

代过上幸福的生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体验式教学有军事训练，体验了黄洋界下的“朱毛红军挑粮

小道”，山路崎岖。从唱红歌到革命烈士陵园献花圈再到重走挑

粮小道，自己获得了人生中难得的一次洗礼。想想当年创业艰难，



感叹现在时光美好。信念坚定、敢闯新路精神的传承对于每位党

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专题讲座主题是学习井冈山精神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聆

听、用心记录有关井冈山斗争及井冈山精神的专题教学;循着革

命先烈的足迹，接受体验式教育;与红军后代座谈互动、感受老

一辈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感人事迹;历史难以忘怀，

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

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是伟大而永恒

的，会代代相传，源远流长。通过学习使我的思想得到了升华，

更加坚定了理想和信念，再次让我感受到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

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发扬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需要的是有足够的热情和勇气。

对于党员而言，是不忘初心的具体体现，就是要把党和人民利益

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始终保持朝气蓬勃、浩然正气，对职责范

围内的事情，需全力以赴，不能有丝毫懈怠;遇到问题和矛盾，

不能有丝毫退缩;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需挺身而出，不能有丝

毫逃避;出现问题和失误，需勇于承担责任，不能有丝毫推诿扯

皮，敢于担当。 

党的十九大精神内容丰富，涉及方方面面。一是要在认真学

习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足功夫。过去五

年，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坚强领导核心为全

党掌舵，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科学指引。二是要在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上下足

功夫。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更加自觉融入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牢牢把握自身的职责要求，创造优良的安全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

利，根本在于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传统文化精

华相融合、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要用心学习、用心领

悟，把自己摆进去，密切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从政治和大局上

向核心看齐，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在今后的工作中，立足本职岗位，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把井冈山精神和革命传统教育运用到工作、学习

和生活中去，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自己的行动带动

身边的人认真做好本职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参加井冈山学习培训体会 

南小区 李文山 

踏上英雄井冈，满目杉松挺拔，翠竹长青。五井茨坪的硝烟

散尽，黄洋界上炮声远逝，到处一片祥和安宁。 

来到红色圣地、革命摇篮，穿上戎装，旌旗猎猎，红星闪闪，

只为踏着先辈的足迹，缅怀英烈，寻根溯源。短短五天时间，追

忆感人历史，缅怀丰功伟绩，感受崇高精神，心中充满敬仰，党

性得到锻炼，心灵受到洗涤，使我终身难忘。 

记得初入军营，第一堂革命传统教育课是参观菊香书屋，见

到一间卧室半床书，主席读破万卷，运筹帷幄。今天来到八角楼

上，忆想当年，伟人清油灯下著述，光辉思想照耀中国。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理想信念代代相传。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过去我知道井冈山精神是什么，如今我

也明白井冈山精神为什么，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更清楚自

己应该做什么。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唯一的宗旨和出发点。革

命战争年代的共产党人经历血与火的洗礼，铸就了坚强的党性。

http://www.xuexila.com/xuexifangfa/lishi/


和平建设时期的共产党员必须始终牢记入党誓词，不断加强党性

锻炼。 

我是共产党员。这不仅是光荣称号，更是铮铮誓言！必须以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心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

民所谋。在工作生活中必须谨言慎行，时时处处当模范做表率，

用自己的言行感染身边的亲友、同事、群众，做好党的形象“代

言人”、党的政策“宣传员”、共产主义事业“播种机”，自觉

为党增光添彩。 

在南北小区工作三年，后勤保障琐碎繁杂，服务科研事无巨

细，安全保卫责任重大。知易而行难，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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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于实处用力，立足本职，爱岗敬业，知行合一，

担当使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经营管理部   樊运东 

 

 

 

 

 

 

 

井冈山中心的广场上有一座塑像，小红军满脸稚气，身体单薄，长长的步枪靠在肩头，目光

坚定、自信的望向前方，雕像下方写着“坚守”二字。 

每当看到这尊塑像时，内心深处不由泛起阵阵酸楚，我在想：

这名小红军的年龄估计还没有我的孩子大啊，是什么力量使他如

此执着？只有一种可能——对组织的无限信赖和无比忠诚。 

到井冈山培训之前，时常有一种疑问萦绕心头：建国后，毛

主席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战场？进入新时代，共产党的党

性靠什么维护？来到井冈山，我感觉找到了一些答案——共产党

人的觉悟。 

毛泽东、朱德等人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时间并不算长，只有

2 年零 4 个月，但是，这期间有五万多井冈山人为革命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他们其中有 3 万多人没名没姓，甚至没有确切的埋葬

之地，他们多数也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认为他们是合格的

共产党人。 

共产党员和共产党人是有区别的。“共产党员”指的是加入

了共产党，有党证的那些人。“共产党人”指的是信仰共产主义

必然胜利，并且愿意为这一信仰流血牺牲的人。共产党人不一定

加入了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也不一定信仰共产主义。比如，前苏

联是共产党的圣地，有着雄厚的共产主义理论基础，有着坚强的

领导集体，而且在这个坚强的领导集体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但是，苏联亡党了！主管上讲就是亡在了那些执政的共产党员手

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执政者不是共产党人。在中国也有

这样的人，比如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之流，他们怀

揣党员证件，为了个人私欲，不惜出卖党和国家的利益，他们入

党的动机只是为了在共产党内部做官，奔自己的仕途。相比之下，

那些牺牲了的红军战士中，很多人可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有

严格的规矩意识，对党绝对忠诚，随时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这

样的人是没有党员证件的共产党人。  

新时代要有严格的规矩意识。长征途中，红军战士露宿街头、

挨冻受饿，能够做到不私入民房骚扰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严格遵守民风民俗，这就是规矩意识；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

定落地生根，四风问题明显好转，这都是守规矩表现……。无规



矩不成方圆，守规矩是共产党员最起码的要求，其中党章就是总

规矩、党纪是硬约束、国法是铁规则，必须严格遵守。 

新时代要有充分的自觉意识。开国少将甘祖昌将军身负重伤

后，不愿拖累国家，多次申请回家当农民。回到农村的甘将军带

领农民开荒种地，植树造林，把个人工资的 80％用于资助助周

边困难群众，个人生活极其清贫。甘将军去世后，他的爱人龚全

珍老人，同样把个人大部分工资用于资助周边群众。还有老红军

曾志奶奶的故事。井冈山革命斗争后期，曾志为了革命把她的孩

子托付邻居，跟随大部队离开井冈山，建国后，曾志历任广州市

委书记、中组部副部长。如今，曾志奶奶的孩子仍旧是农民，他

的孙子还在当地一家公司当保安。甘祖昌将军、曾志奶奶虽然位

高权重，但是他们仍然在自觉地坚守党员的品行。自觉是一种习

惯，良好的习惯是一种植入内心的修养。日常生活中，我们要牢

记入党时的誓词，常怀感恩之心，多思自己之过，自觉地履行好

党员的职责。 

新时代要有奉献意识。甘愿奉献来自一颗忠诚的心。刘胡兰、

江姐、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先烈在危急时刻，能够奋

不顾身，直至壮烈牺牲。“当代雷锋”郭明义，他每天都提前 2

个小时上班，15年中，累计献工 15000 多小时；多年以来，他

坚持无偿献血，累计献血 6 万毫升；他为希望工程、身边工友和

灾区群众捐款 10 多万元，先后资助了 180 多名特困生，而自己



的家中却几乎一贫如洗。他们大爱如山奉献的精神，就是因为他

们有一颗对党无限忠诚和对人民无限热爱的心。 

总之，参加这次培训班令我印象深刻，收获满满，特别是那

些难忘的红色记忆，水科院职工团结和谐、互帮互助的感人氛围，

无不时刻浸润营养着我的内心，鞭策着我必须尽心干好工作。同

时，也衷心感谢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和工作人员，谢谢你们周到细

致、尽心尽责的辛勤付出，使我们这次活动取得圆满结果。 

 

 

 

 

 

 

 

 

 

 



井冈精神，丰碑永铸 

门诊部   刘国焕 

在十九大胜利闭幕不久，参加了中国水科院第二期革命传统

教育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培训班，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

----井冈山。 

    现场参观，主题讲座，激情体验，故事访谈，几天的行

程，丰富的教学培训，心与灵在红色氛围中洗礼，在震撼中升华，

在感怀中觉悟。所见所闻，无时不刻都为毛泽东和无数先烈用信

念和生命铸就的井冈山精神所折服，所敬仰！ 

八角灯光，黄洋硝烟，井冈烽火，虽远犹近，伟大的井冈山

精神将深远地影响着生生不息的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上砥砺前行，昂扬奋斗。 

井冈山是共和国的基石，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井冈山是革命理论的摇篮。1927 年，正当北伐节节胜利，

工农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悍然发动反革命政

变，一时腥风血雨，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中国革命遭到空前洗

劫，革命力量遭到空前打击和削弱。白色恐怖，中国革命的航船

向何处去，面对迷茫，一代伟人毛泽东雄才大略，以革命家的胸

怀和气魄指点中国革命道路，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



存在？》《井冈山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不朽巨著，

如黑夜中的灯塔，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航程。 

井冈山是革命实践的摇篮。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不懈的奋

斗，不懈的探索，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支部建在连上，党指

挥枪，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为建立新型军队奠定了

基础；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为人民军队为人民的铁军建设提出

了纪律保证；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创造

了以弱胜强的军事战略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

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紧密

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情化，缔造了一个为人民谋幸福为

民族谋复兴的坚忍不拔的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一支钢铁意志、战

无不胜的人民军队，缔造了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井冈山是革命精神的摇篮，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

园。红米饭香，南瓜汤甜，已经成为老一辈革命家乐观的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千古传唱的红色赞歌！岁月峥嵘，信念尤坚，百折不

挠，艰苦奋斗，依靠群众，实事求是。为民族独立，为民主共和，

为探求真理，强大的精神引领中国革命走向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井冈山精神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瑰宝和不朽财富。 



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人虽经千百磨难，仍然“初心”不改

的一座“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历史丰碑！ 

井冈山精神，是穿越时代的熊熊火炬，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

辉照亮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上，每一名共产党员，

每一个中华儿女当义不容辞传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犹如一颗颗

小小的星火，众志成城，以燎原之势，汇成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

的磅礴力量，全面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必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