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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 都不
能忘记走过的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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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回

首党的光辉历程， 特别是深情抚摸湖南这片
热土，我们会更加领悟到“不能忘记为什么出
发”这句话的分量和温度。

（一）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是因为信仰需要坚定和坚守

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
述风骨的表现形式为“力”:风能动在其有力，故
称风力；力生于骨，有骨才有力。共产党人都是
有风骨的。而这种风骨，集中体现在信仰上。

毋庸置疑，我党这艘东方的领航巨轮，就
是为信仰而出发的。在这方面，有两个历久弥
新的问号，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毕生的
追求，做了精彩而完美的诠释与回答。

第一个问号———信仰什么？
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的进步人

士都在思考的问题。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 就立下了拯救民族

于危难、 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志向。1919
年，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时机
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
动了，且开了！”在风华正茂的“恰同学少年”
岁月，他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仰
天长问，展示了“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浩
然壮气。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1920年， 一个叫陈望道的年轻
人， 在浙江义乌的家中， 借着一盏昏暗的油
灯， 送走一个又一个长夜， 翻译《共产党宣
言》。端午节到了，母亲包了粽子，端了红糖，
放到书桌上，催促儿子趁热快吃。陈望道一边
翻译着，一边蘸着墨汁吃掉了粽子，还告诉妈
妈“够甜的了”。这就是真理的味道，这就是信
仰的味道！同年8月，第一部《共产党宣言》中
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给在压迫中奋起、在黑
暗中摸索的中国指明了方向。

1921年初，毛泽东在新民学会年会上，发
出了“主义譬如一面旗帜”的振臂一呼。他从
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中， 毅然选择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 选择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
理想。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倒海翻
江卷巨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他都矢
志不移，执着追求。

蔡和森、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
罗荣桓等湘籍老一辈革命家， 在确立信仰的
过程中，都从《共产党宣言》中汲取了营养。他
们与毛泽东一样， 从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那
一刻起，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不久前， 一群来自法国的中学生到湖南
党史馆参观。他们好奇地问：当年为什么中国
青年， 特别是如此多的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
俭学？我的回答是：他们是为信仰而去的！

1919年底，一艘法国邮轮缓缓离开上海。
船上载有一批湖南新民学会的会员， 他们不
远万里去法国勤工俭学，蔡和森和妹妹蔡畅、
母亲葛健豪，还有向警予就在其中。在法国的
蒙达尔纪，蔡和森用“猛看猛译”的方法，学
习、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在给毛泽东
和李大钊的长信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要“明目
张胆地成立中国共产党”。从此，蔡和森为了
这一崇高信仰奔走着、奋斗着，直至献出年仅
36岁的生命。

第二个问号———为了信仰能付出什么？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从某种意义上讲，匈牙利革命
诗人裴多菲， 为我们湖南老一辈革命家的信
仰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1927年上半年， 蒋介石感觉国民革命军
第20军的军长贺龙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便
放出风来拉拢他。蒋以500万光洋，外加一个

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 许诺给
贺龙，企图收买他一颗效忠的心。但这丝毫没
有动摇贺龙的崇高信仰。 他毅然决然响应共
产党号召， 率领包括三千湘西子弟兵在内的
20军官兵，浩浩荡荡开赴南昌参加起义。

1927年5月，年仅23岁的共青团湖南省委
书记田波阳和他身怀有孕的22岁妻子陈昌甫
不幸被捕。田波阳宁死不屈，敌人便将陈昌甫
左手五个指头钉上竹签， 想让她用右手代替
田波阳在自悔书上签字。 陈昌甫在纸上毅然
写下：“我宁可替丈夫死，但决不代替他叛党，
共产党员是杀不绝的！” 夫妻二人大义凛然，
慷慨赴死。

1928年3月，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的夏
明翰，在临刑前饱蘸浓墨，写下了那首流传千
古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
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是湖南衡阳人， 衡阳夏家满门忠
烈。夏明翰的四妹夏明衡、五弟夏明震、七弟
夏明霹，都在1928年前后为革命捐躯。

1930年， 湖南军阀何键向关在牢狱里的
杨开慧提出， 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
系即可自由。杨开慧毅然回答：“我死不足惜，
唯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若干年后，毛泽东
思念“骄杨”，挥毫写下《蝶恋花———答李淑
一》这一千古绝唱。

坚守信仰，到了不惜生命的境界，这是何
等的彻底，何等的纯粹，何等的豪迈！

有信仰，才有风骨和力量。这正如方志敏
英勇就义前写下的———“敌人只能砍下我的
头颅，而绝对动摇不了我的信仰！”正如雷锋
所感叹的———“假如你是一滴水，是否滋润了
一寸土地？” 正如焦裕禄所承诺的———“不改
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

时代可以变迁，信仰不可缺位。不能忘记
为什么出发，就是要永远坚守崇高的信仰！

（二）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是因为领航需要方向和目标

1921年6月29日， 一声汽笛划开迷雾，
毛泽东、何叔衡乘小火轮从长沙的湘江码头出
发，赶往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会议在秘密进行中
险遭不测，毛泽东与10多位代表一道，辗转登
上南湖的“红船”。从此，中国共产党肩负起领航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使命，从一叶扁舟
成长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东方巨轮。

出发必有方向，领航需要目标。铭记当年
为什么出发的缘由， 就会在惊涛骇浪面前保
持定力，就不会迷失方向和目标。

———在革命怒潮中领航，“风卷红旗过大
关”。 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经过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现了从几千年的
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这期间，
毛泽东有几次伟大的挥手，都与旗帜有关。

第一次，长沙文化书社挥手。1921年元旦，
在新民学会年会上，毛泽东振臂一呼：主义譬如
一面旗帜，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
说，党的旗帜的雏形，就这样“挥”出来了。

第二次，文家市挥手。1927年9月20日，浏
阳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 在秋收起义部队
向何处去的生死抉择关头，毛泽东大手一挥：
上山去！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这条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同
时，他坚定地把手挥得更高：“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这一挥，就“挥”出了共产党
的军魂和军旗。

第三次， 西柏坡挥手。1949年3月23日，中
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毛泽东又挥手了：我们
进京赶考去！同时告诫全党，牢记“两个务必”，
我们绝不当李自成！这一挥手，就登上了天安门
城楼，“挥”出了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党旗、军旗、国旗，这就是我们党在革命
怒潮中领航的旗帜， 这就是“风卷红旗过大
关”！

———在建设热潮中领航，“春风杨柳万千
条”。新中国成立了，“一唱雄鸡天下白”，亿万
人民沉浸在“风景这边独好”的美好蓝图里。

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面前，以毛泽东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下愚公移山
志，敢破万重困难关”，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展开了《论十大关
系》的热切深思和建设路径的艰辛探索，建立
了相对独立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成功实
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
提、制度基础。特别是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空
前团结，“两弹一星”横空出世，“一粒种子”改
变世界，大江南北洋溢着春风扑面的喜悦。

1958年7月1日， 毛泽东得知余江县消灭
了血吸虫，夜不能寐，欣然命笔，一口气写下
两首七律《送瘟神》。他感叹过去，“绿水青山
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讴歌现在，“春风
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
韶山，不仅抒发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豪迈情怀，而且描绘了“喜看稻
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幸福生活。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更是情
不自禁地赞美：“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
水，高路入云端。”

当然， 在探索过程中， 也经历过严重曲
折。 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亿万人民的心
声所评价的， 这艘领航之轮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
就， 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在改革大潮中领航，“东方风来满眼
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开启了历史转折
的新征程，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伟
业。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矗
立在深圳蛇口工业园的普通标语牌，得到“一
个老人”的肯定，彰显着“改革开放是决定中
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从此，中华大地，东风浩
荡，处处演绎着“春天的故事”。

改革大潮势不可当，东方之轮续航前行。
以江泽民、 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接力奋斗，持续领航，不仅成功地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而且成功地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不断续写改革开放新篇章。

———在筑梦浪潮中领航，“长风破浪会有
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运筹改革新棋局，奏响时代最强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习近平漫步国家博物馆， 感怀中华民族
从昨天、今天到明天的复兴之路，发出奋力实
现中国梦的伟大号召；登上深圳莲花山，庄严
宣示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 走进湘西十八
洞村， 拉着农民朋友的手， 谋划精准扶贫之
策； 带领政治局常委到党的一大会址和南湖
红船瞻仰，重温入党誓词；提出“一带一路”倡
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筑梦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长风破浪，
展现出“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这艘东
方领航之轮，始终锁定目标，把握航向，乘风
破浪，砥砺前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是因为生命需要血脉和根基

一方面，割断了血脉，生命就会停止。那
么，共产党人的血脉在哪里？它就在出发的初
心里，在红色的经典里，在英烈的忠魂里。

“为了苏维埃，我愿流尽最后一滴血”，这
是何叔衡的崇高气节。

“启明，小宝宝！我们就要走向刑场了，唯
愿你好好长大成人， 且要知道爸爸妈妈是怎
样死的。”这是陈觉、赵云霄的最后嘱托。

“为了革命，我们家已经牺牲了嫂嫂、弟
弟和妹妹。 你盛世才逼我脱党， 那是痴心妄
想！”这是毛泽民的铮铮铁骨。

……
这， 就是共产党人的正宗血脉和红色基

因。
历史虚无主义者任意伪造、篡改、歪曲党

的历史，贬损党的领袖和英雄形象，其目的就
是要割断红色血脉，玷污美好初心，制造思想
混乱。如果任由那些兼具虚假性、煽动性、欺
骗性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行蔓延， 我们就会愧
对成千上万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还会忘却
为什么出发的初心。

另一方面，失去了根基，参天大树也会枯
萎。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哪里？就在中
华民族的血脉里， 在中国人民的沃土里。人
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的根，才是我们的基。

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就是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我们的初心、出发点和根本归宿，
都要体现人民性。

人民性是具体的。 长征经过湖南汝城县
沙洲村时， 三位女红军借宿在徐解秀老人家
中，临行时将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
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
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一半给老
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的温暖，就是具体可
感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纯洁的。带走的是牵挂，留下的
是温暖，没有个人的私利，只有公仆的情怀。
1961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回湘调研，第一站下
榻的地方不是招待所， 而是王家湾生产队的
养猪场，一住就是六天六晚。

人民性是崇高的。赢得的是民心，凝聚的
是力量，感动的是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人民。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那棵
“劲松”为什么“从容”，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
在泥土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
们是答卷人，而人民是阅卷人。”奋进在新时
代的共产党人，只有铭记初心，传承血脉，夯
实根基，践行宗旨，才能无愧于先烈，无愧于
人民。

（四）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是因为使命需要定力和担当

领航之轮为什么出发？ 当然是为初心和
使命而奋勇出发的， 为初心和使命而劈波斩
浪的，为初心和使命而接力奋斗的。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
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
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
的根本动力。”

首先，从“四个伟大”来看使命。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就是从“四个伟大”来
论述历史使命的。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
业，实现伟大梦想，建设伟大工程，其中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梦想， 就是我们的
历史使命， 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

使命是在斗争中实现的。 在我们党的历
史上，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从外部看，和
日本鬼子斗，与蒋介石斗，同美帝国主义斗，
斗出了人民共和国，斗出了大国地位，斗出了
相对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从内部看， 毛泽东也曾经历过几上几下
的磨难。第一次是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进
军井冈山，与临时中央发生分歧，结果被撤销
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第二次是红四军内部
发生争执， 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
会上，由于“极端民主化”思潮占上风，毛泽东
未能当选前委书记。 第三次从赣南会议到长
征出发， 整整3年内， 毛泽东处境十分艰难。
1932年1月，在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他被
批评为“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致使他无
法主持会议。同年10月，宁都会议又解除
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后来导致了第
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然而，毛泽东求真
务实，敢于斗争，顾全大局，敢于担当。特
别是当红军长征遭受湘江惨败后，他毅然
决然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经过通道转兵、
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的激烈斗争后，毛泽
东才得以重新走上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当今时代，要牢记历史使命，实现伟大梦
想， 仍然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要充分认
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
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
的新胜利！”

其次，从“四个自信”来看定力。初心不
改，使命不移，靠什么？靠坚强的政治定力。而
定力源于自信，这就要求坚定道路、理论、制
度、文化自信。

毛泽东等湘籍老一辈革命家历经如此多
的磨难，依然痴心为党、竭诚为民，“自信人生
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就是心中有定海
神针。

这颗定海神针就是信仰和自信。 除了马
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等共性因素， 特别要剖
析具有湖湘特色的文化自信。 源远流长的湖
湘文化，孕育了忠诚、担当、求是、图强的湖湘
精神，也滋养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一
大批革命家。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岳麓那一座书
院，到船山那一间草堂；从汨罗那一条沉江，
到岳阳那一座名楼； 从周敦颐那一朵莲花，
到曾国藩那一部兵法； 从魏源那一双慧眼，
到谭嗣同那一腔热血等等，无不充分彰显优
秀湖湘文化的积淀、传承和迸发。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从小就受“心忧天
下、敢为人先”的文化浸润，始终把自己的命
运与民族的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自觉肩负
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历经劫难而不息奋斗，
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坚。 这种坚定的文化自
信，伴随他们实现了人生的跨越和情感的升
华。

再者，从大事难事来看担当。无论烽火连
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建设与改革的峥嵘岁月，
在大事难事和生死考验面前， 真正的共产党
人都是攻坚克难、敢于担当的典范。

“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
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人民领袖毛泽东
的担当。

“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这是组织平反
冤假错案时胡耀邦的担当。

“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这是“绝
命后卫师”师长、断肠英雄陈树湘的担当。

“与其等他们上门，不如主动出击”“我还
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决定！”这是党中央艰
难做出抗美援朝决策时彭德怀的担当。

“屯垦戍边，稳定新疆！”这是新中国成立
初期王震的担当。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
将勇往直前， 义无反顾， 鞠躬尽瘁， 死而后
已。”这是共和国总理朱镕基的担当……

担当，是人民的期望，也是改革的需求，
更是共产党人的本分。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新担
当。在追梦路上，我们既要敢于担当，又要乐
于担当和善于担当。 唯有锻造敢于担当的铁
肩膀，提振乐于担当的精气神，练就善于担当
的真功夫，才能创造性地完成历史使命，让美
好梦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抚摸热土潇湘，深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
发” 这句话的分量和温度———就是要坚守出
发时的美好初心，谨记出发后的苦难辉煌，强
化出发“赶考”永远在路上的忧患意识，铭记
出发奋力追逐梦想的使命担当！

（作者系湖南省政府参事、省委党史研究
室原主任 、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会长 、全国
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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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从抚摸热土潇湘讲起

■编者的话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和国是红色的，不

能淡化这个颜色。红色，毫无疑问是湖南的“底色”。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我们深入挖掘红色资源，激扬革命
意志，鼓荡前行力量。湖南日报今天特约刊登省政府参事、省委党
史研究室原主任张志初专题文章，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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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图②：2017年12月2日，浏阳市文家市秋收起义纪念馆新馆，前来
参观的共产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 � � � 图③： 市民在长沙新民学
会旧址陈列馆参观。（资料图
片）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 � � � 图①：4月11日，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半条被子”故事发
生地旧址，来自郴州市的中学生在此参观学习。（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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