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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今天， 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

情， 在这里纪念毛泽覃烈士诞辰110
周年， 深切缅怀他的生平业绩和历
史贡献， 追思和学习他的革命精神
和崇高品格。 首先， 我谨代表中共
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 向毛
泽覃烈士表示深切怀念， 向毛泽覃
烈士的亲属表示亲切的问候！

毛泽覃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
秀党员， 中国工农红军优秀指挥员，
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井冈山会师
的重要联络人， 为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建立了卓越功勋。 2009年， 毛
泽覃烈士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
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毛泽覃同志1905年9月出生于湘
潭县韶山冲， 1918年随长兄毛泽东
同志到长沙， 进入湖南第一师范附
属小学学习， 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 1922年进入长沙协钧
中学读书。 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和
影响下， 毛泽覃同志从小就立下了
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 很早就接受
了革命思想， 开始从事革命工作。

1923年， 毛泽覃同志受组织派
遣， 赴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从事工人
运动， 同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返回长沙， 任社会主义青年
团长沙地委书记处书记。 1925年跟
随毛泽东同志到广州从事革命活动。
1927年５月， 他秘密转移到武汉，
在国民革命军第４军政治部任书记，
后随叶挺独立团参加南昌起义， 任
起义军第11军25师政治部宣传科科
长。 起义部队南下后， 他随朱德、
陈毅所率部队转战闽粤赣湘边界 。
同年冬， 被派赴井冈山， 联络毛泽
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

1928年初， 毛泽覃同志参加攻
打遂川县城的战斗， 后奉命到宁冈
大陇进行土地革命试点， 在乔林乡
建立起宁冈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成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面红旗。 同
年4月， 参加毛泽东、 朱德同志领导
的井冈山会师。

1930年１月， 毛泽覃同志任红
６军政治部主任， 与军长黄公略率
部在赣水两岸开展游击战争， 巩固
和扩大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 同年
10月红军攻下吉安后， 任中共吉安
县委书记、 红军驻吉安办事处主任，
曾以特派员身份协助红22军军长陈
毅率部回师遂川， 恢复了这一带的
红色区域。 1931年６月， 任中共永
吉泰特委书记， 兼红军独立５师政
治委员， 在第三次反“围剿” 作战
中， 与师长肖克指挥部队取得富田、
老营盘等战斗的胜利。 1932年， 任
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其间与邓
小平等一起， 同党内“左” 倾错误
进行了坚决斗争， 是著名的邓、 毛、
谢、 古的重要成员。 他参加了中央
苏区历次反“围剿” 作战， 获二级
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 中央红军主力长
征后， 毛泽覃同志奉命留在中央革

命根据地， 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
员、 红军独立师师长、 闽赣军区司
令员。 他率部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
不断寻找战机， 打击敌人， 有力地
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长征 。
1935年４月26日， 毛泽覃同志率部
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
围， 他指挥部队与敌军展开激战，
掩护部队和游击队员突围， 不幸身
负重伤， 壮烈牺牲， 时年29岁。

毛泽覃烈士的一生， 是革命的
一生、 战斗的一生、 为党和人民无
私奉献的一生， 是追求真理、 献身
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 他的光辉业
绩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史册。 毛泽
东同志曾评价他是“一个坚定的共
产主义战士”， 邓小平同志也称赞
说： “毛泽覃是个好同志， 是我军
早期的一员猛将。”

毛泽覃烈士是湖南人民的优秀
儿子， 他的高尚品格和革命精神，
永远值得家乡人民学习和怀念。

我们要学习和弘扬毛泽覃烈士
忠于理想、 坚定信念的政治本色 。
受毛泽东同志影响， 毛泽覃烈士从
小便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 确立了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并积极投身革
命事业。 他始终坚持革命理想高于

天， 勇于追求真理、 追求进步。 在同
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 他经历无数
次生死考验， 对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坚
定执着； 在同党内“左” 倾错误的斗
争中， 他受到不公正批判， 但他始终
信赖党， 坚持原则、 永不低头。 今
天， 我们学习毛泽覃烈士， 就要像他
那样， 对党无限忠诚， 对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坚信不疑，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严守
党的纪律、 党的规矩， 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矢志不渝地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

我们要学习和弘扬毛泽覃烈士实
事求是、 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无论
是在中央苏区担任地方领导还是带兵
打仗， 毛泽覃烈士都始终坚持从实际
出发， 积极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在中
央苏区， 看到一些干部因肃反扩大化
而遭受陷害， 他主动站出来为他们说
话、 为他们平反。 面对王明军事冒险
主义错误， 他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
正确革命路线， 主张向敌人薄弱的广
大农村发展， 主张群众武装、 地方部
队和中央红军都得到发展， 充分体现

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的巨
大勇气。 今天， 我们学习毛泽覃烈
士， 就要像他那样， 坚持一切从实际
出发， 认真践行“三严三实”， 以抓
铁有痕、 踏石留印的务实作风， 把我
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
项事业推向前进。

我们要学习和弘扬毛泽覃烈士热
爱人民、 心系人民的高尚情怀。 毛泽
覃烈士从小就培养了对劳苦大众的深
厚感情， 对身处水深火热的同胞们
十分同情。 成长为红军指挥员后，
他十分关心战士生活， 得知战士们
在寒冬腊月还穿着单衣草鞋、 用稻
草裹着身子过夜， 他心急如焚， 不
顾自身安危， 孤军深入白区打土豪，
用缴获的物资改善部队条件、 改善
战士生活。 今天， 我们学习毛泽覃
烈士， 就要像他那样， 切实增强宗
旨意识， 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
坚持与人民在一起， 坚持以百姓心
为心， 把群众当主人、 当亲人、 当
老师， 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为促进改革发展、 维护和谐稳定汇
聚强大力量。

我们要学习和弘扬毛泽覃烈士
不畏艰险 、 勇于担当的革命精神。
毛泽覃烈士不管环境如何艰难困苦，

不管形势如何错综复杂， 都坚持做
到在重大考验面前迎难而上、 攻坚
克难， 在重大危急关头挺身而出、
顽强拼搏， 体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
的革命气概和担当精神。 为了促成
“朱毛” 红军顺利会师， 他主动担任
联络人， 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 为
红军胜利会师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 毛泽覃烈士
从大局出发， 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
击斗争，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他
率部转战闽赣边界的崇山峻岭， 风
餐露宿于山谷密林， 即使身陷敌人
包围之中， 首先考虑的是掩护部队
撤退， 而不是个人安危， 充分体现
了共产党人的崇高人格和大义凛然。
今天， 我们学习毛泽覃烈士， 就要
像他那样， 增强革命事业心和政治
责任感， 真正有那么一种艰苦奋斗、
奋发有为的革命干劲， 有那么一种
不畏艰险 、 知难而进的钢铁意志，
有那么一种坚忍不拔、 敢于胜利的
英雄气概 ， 时刻把使命记在心里，
把责任扛在肩上， 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同志们， 可以告慰先烈的是，
他们终生为之奋斗的国家富强、 民
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梦想正在美梦
成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阔步前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
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纪念英烈，
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让我们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周围， 继承先烈遗志， 弘扬革命
精神， 同心协力， 开拓进取， 扎实
工作，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奋力
谱写中国梦的湖南篇章！

2015年是毛泽覃烈士诞辰110周
年， 是他为革命英勇牺牲80周年。 这
位30岁的红军青年将领， 如映山红一
般灿烂夺目的青春生命之花， 凋谢在
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之中， 在党史军
史上熠熠生辉。 2009年， 他光荣入选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
英雄模范人物”， 与毛泽东一家六烈
士中的杨开慧、 毛泽民、 毛岸英一道
成为亿万人民景仰缅怀的“双百人
物”， 谱写了人民英雄的传奇篇章。

红色基因， 筑就忠心耿耿
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 1905年

9月25日出生于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
民家庭。 少年时期有志气， 深受大哥
毛泽东的革命影响。 1918年随毛泽东
到长沙， 在第一师范附小学习， “名
列前茅， 品学兼优”， 在毛泽东身边5
年， 深受教益， 较早地接触到马克思
主义思潮， 在五四新文化培养下生成
了红色基因。 1921年7月， 加入社会
主义青年团， 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洪流。 《辞海》 收录湖南第一师范学
生17人， 有毛泽东、 蔡和森、 何叔
衡、 任弼时、 李维汉、 段德昌、 袁国
平、 刘畴西、 罗学瓒、 郭亮、 夏曦、
毛泽民、 毛泽覃等。

1921年春节， 毛泽东带毛泽覃回
到家乡韶山冲， 对一家人进行革命教
育， 动员全体弟妹参加革命。 毛泽东
开导说， 国乱民不安生， 要舍家为
国， 走出去干点事。 家里的房子可以
给人家住， 田地可以给人家种。 于
是， 毛泽民、 毛泽覃、 毛泽建都听从
大哥的教诲， 毅然走出韶山冲， 到长
沙求学求知， 参加革命斗争， 先后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秋， 毛泽覃进入毛泽东创
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读
书。 开始实际从事工人运动， 在长沙
小西门码头创办短期工人夜校。 1923
年春， 毛泽东派他赴常宁水口山铅锌
矿， 任工人俱乐部教育股委员兼工人

学校教员， 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这时， 他18岁。 他以教员身份为
掩护， 秘密从事工人运动， 深入敲砂
棚、 机器间和矿井， 边劳动边调查研
究， 与青年工人交朋友、 做动员， 在
水口山点燃了罢工之火。

1924年以后， 毛泽覃任社会主义
青年团长沙地委书记、 青沪惨案湖南
雪耻会执委， 参与领导青年运动和反
帝爱国斗争。 1925年春， 毛泽覃随毛
泽东到韶山， 探索开展农民运动， 建
立韶山党支部， 创办农民夜校， 秘密
组织农民协会， 开展“阻禁平粜” 斗
争。 湖南军阀赵恒惕密令抓捕毛泽
东。 毛泽东转移广州， 毛泽覃也到广
州， 先后在黄埔军校政治部、 中共广
东区委、 广东省农民协会和省港罢工
委员会工作。 在黄埔军校期间， 同蒋
先云等共产党员一起， 反对蒋介石等
人的反革命活动。 1927年4月到武汉，
在北伐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 始终信
仰真理、 忠于革命、 勇于斗争。

土地革命， 建树军政功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毛泽覃参

加八一南昌起义， 任叶挺第十一军二
十五师政治部宣传科长， 后随朱德部
队转战湘赣山区。 朱德得悉毛泽东率
部上井冈山后， 便派毛泽覃前往联
络。 经过艰难跋涉， 他于11月中旬在
茅坪找到毛泽东， 充当南昌起义军余
部与秋收起义军的联络员。

毛泽东把毛泽覃留在井冈山， 负
责去宁冈乔林乡开展党建工作。 他深
入贫苦农民家庭， 调查阶级状况， 以

夜校为阵地， 用本地典型事例， 启发
群众的阶级觉悟， 培养了10多个工农
骨干入党。 他鼓励农民兄弟： “地主
说， 穷人是一块‘死铁’。 我说， 共
产党就像一座通红的火炉， 穷人到共
产党里面来， 就能炼成钢， 造成好
刀、 好枪， 打起敌人来飞快!” 1928年
2月建立中共乔林乡党支部， 他任支
部书记， 建设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
的一个坚强战斗堡垒。

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后， 毛泽覃
任中共遂川县委委员、 县游击大队党
代表、 县工农兵政府委员， 率游击大
队配合工农革命军攻占新城， 活捉宁
冈县长张开阳。 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
立后， 他兼任宣传部长。 2月下旬，
毛泽东派他到宁冈大陇进行土地革命
试点。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 宁冈成为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早进行土地革命
的县。

毛泽东得知朱德发动了湘南起
义， 当即部署接应， 先派毛泽覃带特
务连去找朱德、 陈毅联系。 他接受任
务后， 立即率队出发， 日夜兼程， 在
耒阳城郊找到朱德和陈毅， 转达了毛
泽东的意见， 为朱毛会师井冈山作出
了贡献。 他被任命为红四军三十一团
营党代表， 参加了创建和保卫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初步展示了军事
才干。

1929年2月， 他随红军主力转战
赣南。 毛泽东派他到红二、 四团工
作， 向地方红军交流红四军的政治工
作经验， 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 在东
固大庾岭战斗中， 他腿部负伤， 留任

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 东固区委书
记。

1930年1月红六军 （后改称红三
军） 成立， 毛泽覃历任红六军政治部
主任、 红三军政治委员、 中共吉安县
委书记兼红军驻吉安办事处主任。
1931年6月， 永 （丰）、 吉 （安）、 泰
（和） 中心县委成立， 他任中心县委
书记。 1932年3月， 为纪念反“围剿”
战争中牺牲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 中
央苏区的吉安、 吉水两县合并成立公
略县， 他任公略县委书记。 他领导下
的东固苏区， 土地革命、 生产、 扩大
红军、 支前等各项建设搞得非常出
色， 被评为中央苏区第一个模范区。

历经革命战争磨练， 毛泽覃成长
为红军优秀的指挥员， 参加第一至五
次反“围剿”。 1932年， 任中共苏区
中央局秘书长。 第三次反“围剿” 作
战中， 与师长萧克指挥部队连续取得
富田、 老营盘等战斗胜利。 因战功卓
著， 1933年8月1日， 荣获一枚中央军
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犯“左” 倾错误的中共临时中央
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 错误开展了反
对“邓、 毛、 谢、 古” 的斗争。 邓小
平、 毛泽覃、 谢维俊、 古柏等同志不
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 从而遭到临时
中央的批判斗争， 实际上是为了孤立
毛泽东， 打击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
崇高威望。

尽管受到残酷打击， 毛泽覃仍以
党和革命利益为重， 满腔热情地做革
命工作。 他的名字， 曾和罗荣桓、 金
维映、 李维汉等同志一道， 列入1934

年1月中央 《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
结的决定》 和“各报纸扩大红军突击
运动的光荣红版”。 他忍辱负重， 坚
持原则， 体现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的品格精神。

捍卫苏区， 血洒游击战场
1934年10月， 中央红军被迫长

征。 毛泽覃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斗
争， 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 红军独立
师师长兼闽赣军区司令员、 中共福建
省委秘书长， 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闽
赣边界， 在国民党的封锁与围攻中，
设法保卫苏区、 保存革命力量。

1935年2月21日， 项英致电朱德、
张闻天， 报告中央苏区情况： “现赣
南仅剩禾丰、 黎村两个全区， 福建地
域现已很狭小， 敌人正在‘清剿’；
已派陈潭秋、 毛泽覃等分赴各地加强
领导。” 被国民党军重兵围困在四都
山区的福建省党政军机关及独立师，
经数次激战， 伤亡严重， 历次突围均
未成功， 到4月初， 部队仅剩100人，
陷入重围。 4月26日， 毛泽覃率领的
红军游击队， 在瑞金县黄鳝口红林遭
到国民党军在叛徒指领下的包抄。 他
命令游击队员撤往山上， 自己则端起
枪向涌来的敌人猛烈射击。 一阵枪弹
飞过来， 毛泽覃右腿一阵剧痛， 鲜血
染红了草地。 他迅速从口袋里摸出那
枚珍藏的红星奖章， 丢在小溪边杂草
中， 不让奖章落在敌人手里。 全国解
放后， 人们在毛泽覃牺牲的小溪边找
到这枚珍贵的红星奖章。

毛泽覃咬紧牙关， 强忍伤口剧

痛， 继续朝敌人射击， 不料一颗子弹
穿进他的胸膛。 他壮烈牺牲时年仅29
岁。 “疑是英雄血， 染遍映山红”。

1935年10月， 中央红军到达陕
北， 从缴获的敌人电台中听闻毛泽覃
牺牲， 毛泽东对毛泽民说： “我们突
围后， 那里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严
重。 我估计小弟牺牲有些日子了。 母
亲在世时， 曾把我召到床前专门向我
交代， 一定要照料好小弟。 我是没有
尽到当大哥的责任啊！” 兄弟俩为之
悲痛不已。

1959年6月， 毛泽东回韶山， 在
上屋场旧居里， 端详墙上的毛泽覃烈
士遗像， 心绪难平： “这是我的泽覃
六弟。 他很聪明， 他的胆量比我还大
哩!” 毛泽东曾对秘书田家英说： “我
的弟弟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曾与毛泽覃共同战斗的邓小平，
1973年10月参观韶山时 ， 赞颂说 ：
“毛泽覃是个好同志”， “他是我军早
期的一位猛将”。 有人介绍， 红军长
征后毛泽覃留在中央苏区任赣南独立
团团长， 邓小平纠正说， 不是团长，
是师长！ 1984年8月， 邓小平为瑞金
“毛泽覃同志纪念碑” 题写碑名， 寄
托党和人民对烈士的无限哀思。

湖南人民深切缅怀为新中国成
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毛泽覃。 在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设立了毛
主席一家六烈士事迹展， 毛泽覃这
位血战丛林的红军师长的青春、 活
力、 正气、 勇敢与忠诚， 深受党员
干部群众的景仰。 我们要学习他模
范实践“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
月换新天” 革命精神的献身意志和
高尚品德， 学习他矢志探索革命道
路、 捍卫真理、 践行主义的坚强党
性和担当精神， 学习他热爱人民、
服务群众、 为建设苏区艰苦奋斗的
理想追求和创新精神， 在以习近平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 为实现
革命前辈遗志， 全面建成小康湖南
而奋勇向前！

纪念英烈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在纪念毛泽覃烈士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文雄
（2015年9月24日）

青春献人民 灿若映山红
———缅怀红军英雄师长毛泽覃

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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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1版）1年内两次全程不出
席常委会会议的，常委会将予
以书面告诫。

搞好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
的交办及公布是提高审议意见
办理质量的重要环节， 议事规
则草案对这些事项进行了规
范。议事规则草案规定，省人民
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
检察院应当自收到审议意见后
两个月内提出研究处理方案，
并送交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
或常委会工作机构；6个月内将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送交省
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
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后， 向常委
会提出书面报告。

为提高审议发言质量，保
障常委会会议有序、高效进行，

议事规则草案对审议发言作
了相应规定。其中，在全体会议
和联组会议上的发言，不超过
10分钟； 在分组会议上的发
言， 第一次不超过15分钟，第
二次对同一主题的发言不超
过10分钟。 对于超过时限或与
议题无关的发言，会议主持人
可以制止。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
关决定，明年1月起全国各地要
组织对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员
进行宪法宣誓活动。 为贯彻决
定要求，议事规则草案规定，常
委会任命、 决定任命的国家工
作人员， 在就职时应公开进行
宪法宣誓。 宣誓仪式根据常委
会关于实施宪法宣誓制度的相
关规定，由相关组织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