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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4日是彭德怀同志诞辰120
周年纪念日。 彭德怀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
党员，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
治家、军事家，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奉献了
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建立了彪炳史册的
不朽功勋。

1898年10月24日， 彭德怀同志诞生于湖
南省湘潭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在他青少
年时期，读过两年私塾，从10岁起就给富农放
牛、在煤窑当童工、在西林围子当堤工、到湘
军当兵。大革命失败后，他坚持反对新军阀，
秘密组织士兵委员会，支持工会、农会的革命
活动， 于1928年4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
年7月22日，他和滕代远同志率部发动平江起
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开辟了湘鄂赣
革命根据地。同年11月，率领红五军主力奔赴
井冈山，同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四军会
合。从此，他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坚持井冈
山斗争，参加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震惊中外
的万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的领导
下,他率领八路军，挺进敌后，组织指挥了百团
大战， 开辟了华北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
期， 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伟大战略决策， 指挥部队驰骋疆场， 保卫延

安，解放大西北。新中国刚成立，他率领中华
英雄儿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回国后，他不
计个人得失， 致力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事
业。彭德怀同志为党和人民立下的赫赫战功，
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

伟人虽逝， 精神永存。2011年3月21日，
习近平同志在瞻仰彭德怀故居时饱含深情地
说：“彭老总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前辈，他
的精神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
富和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要以他的精神来激
励广大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 做好自己的
事，为党、为人民，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好”。
我们纪念彭德怀同志， 就是要学习他的革命
精神和高尚品格， 从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进
动力，加快实现“挺进全国百强县、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目标，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湘潭篇章。

我们纪念彭德怀同志， 就是要继承和弘
扬他信念坚定、无比忠诚的坚强党性。当年，
彭德怀同志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中
国革命必胜的信心， 放弃了旧军队丰厚的待
遇，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从此把一生交给了中国人民解
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长征途中红一、
四方面军会师后， 他坚决执行以毛泽东同志
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

裂红军的活动， 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他
始终遵从党的集体领导，时刻注意维护党的
领导。 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彭老总的精神，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严格
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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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纪念彭德怀同志， 就是要继承和弘
扬他敢于担当、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彭德怀
同志戎马一生，每当国家、民族、人民处于危
难之时，他总是挺身而出。在作战中，他敢挑
重担，从奇取岳州，到保卫井冈山，攻打长沙，
再到五次反“围剿”，专打硬仗；在长征路上，
和兄弟部队一起， 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
线，攻占娄山关，二进遵义城，四渡赤水河，南
渡乌江，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
得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
利，赢得了毛泽东同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
彭大将军！”的高度赞誉。抗日战争时期，他指
挥百团大战，震惊中外，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
焰。解放战争期间，他担负起保卫党中央、保
卫陕北的重任，在不到3年时间内解放了整个
大西北五省。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毫不畏缩，
勇敢地挑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担。我们要
继承和弘扬彭老总的精神，敢于担当责任，勇

于直面矛盾， 坚持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
要求，大力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
扎实开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
防治三大攻坚战， 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
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我们纪念彭德怀同志， 就是要继承和弘
扬他不忘初心、赤忱爱民的民本情怀。彭德怀
同志的一生， 因同情劳苦大众而走上革命道
路， 为谋求人民解放而赴汤蹈火。1959年，在
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 但他始终怀着一
颗赤子之心，从不因自身的荣辱而有所更易。
有人说他是苦行主义，他认真地回答：“谁个
不会吃好穿好？ 问题是老百姓吃的是什么，
有人还在饿饭呐！” 他总是将自己置于人民
之下， 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我
们要继承和弘扬彭老总的精神，自觉践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百万莲乡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切实抓好抓实扶
贫、就业、医疗、教育、环保、饮水、住房等民
生工作。

我们纪念彭德怀同志， 就是要继承和弘
扬他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彭德怀
同志在立志救国之初， 就同好友黄公略等相
约：“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包括不刮地皮、
不讨小老婆）， 不扰民。” 他在旧军队工作12

年，出淤泥而不染。旧军官搜刮民财，克扣军
饷，他却把自己的薪饷积蓄起来，做了起义的
费用。他虽然担任着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
职务， 却严格自律， 始终过着十分俭朴的生
活，从不搞半点特殊。他常用工资接济烈士子
女和身边生活困难的工作人员， 平时的积蓄
也大都交了党费。 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彭老总
的精神， 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
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强化纪律执行，建
制度、立规矩、抓落实、重执行，使铁的纪律真
正转化为全县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
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在纪念彭德怀同志诞辰120周年、深切缅
怀彭德怀同志历史功勋之际， 家乡人民可以
告慰他老人家的是， 我们没有辜负他对家乡
发展的殷切期盼和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谆
谆嘱托。在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呈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稳中趋
优的良好态势。2017年入选全国投资潜力百
强县，经济发展稳居湖南省经济十强县行列。
我们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伟大旗帜， 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
湘潭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把彭
德怀同志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

彭德怀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继承和弘扬彭老总精神
谱写新时代湘潭县改革发展稳定新篇章

———纪念彭德怀同志诞辰120周年
中共湘潭县委 湘潭县人民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