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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至 13 日，国土资源 2008 春季直属二班（第 53 期）奔

赴井冈山进行学习培训和党性锻炼活动。 

8 日上午，雄壮的国歌歌声拉开了开班式的序幕。开班式由井

冈山党员干部培训中心副主任钟国华主持，培训中心主任裴鸿卫致

辞，国土资源部党校班主任冯志文作开班讲话。随后，培训中心向学

员颁发红军帽，授班旗。 

当天，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进行现场教学，学员们向革命烈

士默哀、敬献花圈。之后，参观了碑林、纪念碑、雕塑园、井冈山革

命博物馆和茨坪毛泽东旧居等。 

9 日，在大井朱毛旧居、荆竹山、雷打石等处进行现场教学，

学员们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并参观了大井红色之

旅——领袖峰。 

10 日，在小井红军医院旧址进行现场教学，学员们在小井红军

烈士墓前宣誓。下午进行专题教学：井冈山斗争与井冈山精神。 

11 日，在八角楼、黄洋界哨口进行现场教学。学唱红色歌谣《八

角楼的灯光》，重走朱毛红军挑粮小道，体验当年红军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并进行了专题教学：关于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

几个重大问题。 

结班式：由直属班班主任冯志文主持。第一项，学员代表发言。

学员唐德明、

李东林、严兴

华分别代表

第一小组、第

二小组、第三

小组发言。第

二项，支部书

记（班长）杜

清坤作总结

性发言。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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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培训中心裴鸿卫主任向学员颁发结业证。第四项，直属班向培训

中心献锦旗。最后，全体合唱国际歌。在庄严的国际歌歌声中结班式

圆满结束。 

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 

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现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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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自有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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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茨坪毛泽东同志旧居 

重走朱毛红军挑粮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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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红色之旅  践行科学发展 
第一小组  唐德明 

 
这次红色之旅，使每个同志都受到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心灵受到了洗礼。

特别是我自己，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心灵在红色之旅中受到震憾！ 

在统一组织领导下，我们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直属二班的全体学员，

于 5月 7日踏上了向往已久的井冈山红色圣地，亲身感受这片曾经激励无数革命

志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热土，缅怀革命先烈，追录革命足迹，身临其境感受

井冈山精神。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

率领秋收起义和“八一”南昌起义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

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随着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在历时 5天的行程中，我们怀着无比崇敬心情，

参观了纪念馆及山地战场，瞻仰烈士陵园，并向烈士敬献花圈。每到一处，我们

无不被每件历史实物及革命先辈英勇事迹所感染；为了革命事业成功，为了新中

国诞生，苏区人民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是烈士们用鲜

血和生命换来今天幸福生活。 

在这五天的旅途中，我们走在红军跋涉过的红土地上。先后到井冈山革命

烈士陵园，荆竹山、雷打石，小井红军医院、烈士墓、八角楼等地现场教学，参

观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红军烈士纪念塔和黄洋界著名保卫战旧址，重走朱、毛

挑粮小道。感受当年红军不畏艰难险阻、誓为革命牺牲的精神，让人不由自主地

联想到红军初创时的情景，再一次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了解红军发展壮大的知

识。此次红色之旅活动，也使我深深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革命先

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当我们参观红军领导办公旧址时，看到当时的条件是

多么的简陋，一盏小煤油灯、一张办公桌、一张椅子、一张床，既要工作又要吃、

住，办公条件极其恶劣！想想现在，我们有这么好的工作条件，更应抓紧时间，

努力工作，加强学习，提高工作效率。而不应该浪费时间、存有攀比之心，对比

之下，再苦再累也没有红军长征那么苦、那么累啊。作为一名党员，今后我将更

加努力学习、工作，提高自身素质修养，以实际行动和更高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

去，发扬先烈们的优良传统、发扬红军精神，让星星之火永留传。 

无疑，大家在参观这一著名历史遗址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完成了考察学习

任务，更是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事迹通过

生动的讲解、真实的遗物及照片，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更加深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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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伟大祖国建立过程中的种种艰辛困苦，同时也更加明确了这个时代赋予我

们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 

井冈山精神的核心是开拓创新、走自己的路。当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

收起义在攻打省城长沙等城市失利后，科学判断形势，毅然挺进井冈山地区，开

创了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成为中国革命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的起点。现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需要改革创新，

需要在工作中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我们需要总结的不仅仅是调研的成果，更是

一种情怀、一种责任。我们就是要把这次井冈山红色之旅的感想化作工作的热情，

增强我们的理想信念，践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和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

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贡献我

们的青春和智慧。 
 

发扬井冈精神  复兴中华民族 
第二小组  李东林 

 

今天,我们的井冈山之旅就要结束了。 

我想很多人都可能思绪万千。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我们一路走、一路听、

一路看，在我的脑海里，一直回响着那首红军歌：“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

当粮。”在井冈山，我们也吃了红米饭、南瓜汤，唱了红军歌，走了红军路。虽然

我们已经无法真正体验当年那缺衣少药的困苦与艰辛，但这首歌时刻却让我们感

受到，在 70 多年前的那个艰苦年代，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下，中国共产党

人的坚定信念、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 

在这里，70 年前的真实故事，一次次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朱德夫人伍若兰

被捕时，还怀着 5个月大的婴儿，为了不让敌人掌握红军的去向，她宁死不屈，

被敌人残忍地剖腹、斩首；在小井红军医院，130 多名伤员因来不及转移，在这

里被敌人屠杀，最小的年仅 14 岁；在 1928 年冬天，红军一个连队 80 多人，有

时一餐只有３斤米下锅……战士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和敌人进行着坚苦卓绝

的斗争。正是这样一群满怀救国理想、放弃家园的爱国青年，忍受着常人无法想

象的艰苦，与敌人战斗在崇山峻岭之中；正是这样一批热血青年，发动群众，组

织生产，坚持斗争，追求真理。 

当我们站在井冈山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大理石碑墙面前，用双手抚摸着几万

名牺牲者的姓名时，我们却经常忘记了，在每个姓名的背后，都曾是一张张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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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笑脸，他们有家人、有朋友、有爱情、有自己的生活。 

70 多年前的一幕幕不可能再重现，可历史的光芒却永远指引我们思考和总

结——什么是真正的伟大，什么是真正的英雄。我们的先烈用这血肉之躯塑造起

的“井冈山精神”，像不灭的火种，燃遍祖国大地；也正是这种精神，让我们明

白一个道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有同志也曾这样分析中国革命，“如果当年国民党及时调整土地政策、发展

民族经济，那么我们党也未必可以走到现在。”而今天，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答案：

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正是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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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着

我们这只尚不强大的革命队伍，从农村走进城市，从一小片根据地走向了全中国，

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正说明了那句话，“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们不曾经历过硝烟和炮火，相反，我们丰衣足

食，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我们决不能忘记，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了今日的和

平；决不能忘记老一辈革命家的优秀传统；决不能忘记我们肩上担负的职责——把

井冈山精神作为指导我们前进的力量，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 
 

用井冈山精神武装自己 
第三小组  严兴华  

经过近一周的学习、生活和交流，我们欣赏了井冈山的美景风光，领略了

中国革命的宏伟画卷，得到了党性锻炼，陶冶了情操，丰富了人生阅历，体会深， 

感想多、收获大。 

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井冈山艰苦卓绝的斗争，靠的是理想信念，靠的是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靠的是坚定的意志，靠的是人生追求，靠的是救民于水深火

热的社会责任。在变革时代的今天、在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更需要这

种精神，革命先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理想信念，而且还

要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过本次活动，我们

的意志和毅力得到了锻炼，革命会有后来人。 

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要继承和发扬。艰苦朴素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也

是保持坚强意志和毅力的良方，今天的中国虽然进入了小康社会，但我们还处在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不发达，人均资源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几代 

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不断奋斗，我们没有理由不艰苦朴素，牢记两个务必， 

向革命先驱学习，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无愧于时代的要求，无愧于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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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把握时代的脉搏和条件，找寻正确的方法，肩负历

史使命，履行当代职责。井冈山的伟大革命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创新和奉献之

路：敢想敢干、不断探索、坚忍不拔、矢志不渝、结合实际和时代要求勇闯新路。 

真正以人为本，关心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群众。联系群众是我们的优良传

统、是我们的法宝，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建设，人民群众依旧是我们工作的出

发点、落脚点，落实好、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是

党工作的全部基础，是党长期执政的必然选择，同学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

船正是在人民的大海上航行，要知道什么是生死与共、什么是鱼水情深。 

要清正廉洁、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干事。物质只是人生存的条件，不

是生活的全部，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要为物质所累。人要追求一种境界和精神，

只有高尚品德和崇高追求的人才有希望达到人生光辉的顶点，井冈山的革命先辈

是我们的楷模，也是我们的精神源泉和动力。 

时间是短暂的，记忆是永恒而美好的，让我们继承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和

崇高思想，认真贯彻“十七”大精神，探索和实践科学发展，走又好又快的发展

道路，为国土资源事业和国家其他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

斗，以人为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用井冈山精神武装自己，不

断创新，走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在各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书写人生的华

章，彰显时代风流。也牢记我们的友谊和快乐。 
 

弘扬井冈精神  熔铸坚强党性 
——中央党校国家机关分校2008春季直属二班赴井冈山培训小结 

吴善超 
 

2008 年 5 月 7 日-12 日，在即将迎来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之际，作为共产

党员党性锻炼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 2008 春季直属处干

二班（国土资源部党校班）全体学员在班主任和支部班委带领下，怀着激动的心

情，前往革命圣地井冈山开展学习培训，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锻炼和革命传统

教育。 

巍巍井冈，流云涌动，飞瀑横空，绿树掩映，修竹婆娑。在短短 4天时间里，

我们先后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茨坪毛泽东旧居、大井朱毛旧居、领袖峰、

水口瀑布、五指峰、五龙潭、小井红军医院、八角楼、黄洋界哨口等地；聆听了

井冈山干部学院余伯流、黄仲芳教授的讲座；开展了井冈山纪念碑前的革命历史

教育，荆竹山、雷打石纪律教育的现场教学，以及重走朱毛挑粮小道的体验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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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观看了《井冈丰碑》的录像，用了一顿红军餐。在开班式上，学员们戴上红

军帽，行上庄严的军礼；在北山革命烈士陵园，学员们向烈士敬献花篮，在纪念

堂前肃立默哀，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敬仰和怀念；在小井红军烈士墓前，大家庄严

宣誓，重温入党时的激动心情；在荆竹山，大家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情

绪高涨，斗志昂扬；在八角楼上，大家吟唱《八角楼的灯光》，仿佛灯火通明，

心明眼亮；临行前，大家身着红军服合影留念，依依不舍。通过这次学习培训，

大家对当年井冈山上的革命活动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对井冈精神的深刻内涵有了

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睹物思人、浮想联翩。革命前辈历尽千种艰辛，经受万

般磨难，将革命星星之火燃遍神州的伟大实践，强烈地撞击着我们的心灵；他们

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不朽气节、高尚情操如丝丝春雨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坚定信念  星火燎原 

井冈山，是红色的火种，是革命的摇篮。“创业艰难百战多”，井冈山根据地

创建时期，是党和红军艰难创业的起始阶段，一切几乎都是从零开始、从困难中

起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在井冈山之所以能站

稳脚跟、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发展壮大，最重要的一点是他

们有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工农革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正

是有了这种实践远大理想的坚定信念，才使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

家走到了一起，共同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历史。正是有了这种坚定的理想信

念，在极端困难的生存条件下，井冈山军民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知难而进，

艰苦奋斗，勇于奉献，将一腔热血洒在这片红土地上。 

一览无余的五百里翠竹是这种坚定信念的见证。袁鹰在《井冈翠竹》中把井

冈山军民“不向残暴低头，不向敌人弯腰，竹叶烧了，还有竹枝，竹枝折了，还

有竹鞭，竹鞭砍了，还有深埋在地下的竹根”的顽强革命气节和革命精神描绘得

淋漓尽致。“井冈山的竹子，是革命的竹子”，红军用它搭过帐篷、做过梭镖，用

它当罐盛过水、当碗蒸过饭，用它做过扁担和吹火筒，在黄洋界和八面山上，还

用它摆过三十里竹钉阵，使多少白匪魂飞魄散，鬼哭狼嗥。在井冈山斗争的峥嵘

岁月里，红军用翠竹点燃了燎原的星星之火。 

实事求是  敢闯新路 

井冈山享有“中国革命摇篮”的盛誉，井冈山革命实践中的“实事求是，敢

闯新路”的精神成为我们党的宝贵财富。1927 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

后，毛泽东、朱德等毅然先后率领秋收起义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在这里创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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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军民在这块

红色土地上进行了建党、建军、建政等一系列伟大革命实践活动，揭开了中国革

命历史新篇章。“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在八角楼的桐油灯下，毛泽东挥毫

写下《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雄文，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茨坪阴暗的土屋里，毛主席命笔著就《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篇章。红军在井

冈山制订了第一部革命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创建了第一所红军医院—

—红四军医院；兴办了第一所红色军事院校——井冈山红军学校；兴办了第一个

红色兵工厂——红四军军械处；设立了第一个红色贸易部门——工农兵政府公卖

处；兴建了第一个红色造币厂——上井红军造币厂；第一次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

——成立士兵委员会；第一次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一系列的成功实

践，无不归功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

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从而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成

功之路。 

依靠群众  艰苦奋斗 

“民心向背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井冈山上的红军之所以能突破国民党军队

的重重围剿和层层封锁，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真心爱戴，重要的一

点就是因为他们始终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和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之情，时刻心

系人民群众，时刻维护群众的利益。在极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和

红军将士始终以惊人的革命毅力、旺盛斗志和吃苦精神，克服种种困难，紧紧依

靠和积极发动群众，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了红色政权。朱德压弯的扁担、毛泽东穿断的草鞋和一根灯

芯的故事，见证了红军艰苦奋斗的精神。那首脍炙人口的“红米饭，南瓜汤，秋

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的红军歌谣，充分表现了井冈山军民在艰苦条

件下高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教育和鼓舞了几

代共产党人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祖国富强而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艰苦

奋斗，无私奉献，从而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鉴往知来  谱写新篇 

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历史给人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井冈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

之源，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形成的全部优良传统及革命精神，无不与井冈精神

有着深刻的渊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提

出和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问题，为中国革命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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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正如朱德同志所说的，井冈山革命斗争为中国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今天，“旗帜、路径、目标”的战略思维，对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局面仍

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革命战争年代需要井冈精神，当前，我们深入开展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实践

活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更要发扬井冈精神，让井冈精神代代相传。

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井冈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

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敢于胜利。这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思

想武器，也是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胡锦涛同志强调，“伟大的井冈精神集中反映了我们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结合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

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让井冈精神大力发扬起

来，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放射出新的光芒。” 

通过这次学习培训和党性锻炼，我们深刻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井

冈山精神，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深刻领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

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人民刚刚经历了雨雪冰冻和强烈地震

灾害，在即将迎来百年奥运之际又面临藏独分子、法轮功分子、西方反华势力等

肆意阻挠和破坏。在我们离开 2 天后的 5 月 15 日，奥运圣火在井冈山传递。我

们要树立忧患意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临危而不惧，坚定而不移。抚今追昔，

我们来自国家各条战线的党校学员，同样应该发扬井冈精神，继承革命传统，坚

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无私奉献，高标准、严要

求，在各自岗位上为人民利益而努力工作。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定能夺取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办好有特色高水平的

百年奥运，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

章！ 

 

宣誓誓词 

我宣誓：学习革命先烈，继承先辈遗志，发扬光荣传统，坚定理想信念，踏

着红军足迹，高举伟大旗帜，认真刻苦学习，勤奋扎实工作，加强实践锻炼，勇

于开拓创新，清正廉洁自律，自觉无私奉献，做合格的党员和党的干部，为建设

小康社会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