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2021年 3月 21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陈阳

之最党史上的 湖 南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梁可庭

李中，原名李声澥，字印霞，1898 年出生于

湖南双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党

员。

李中在乡间读书时，便受革命思想影响，反

感旧学、追求新学。1913 年秋，他报名应考湖南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被顺利录取。入校后，他结识

了毛泽东、蔡和森、罗学瓒等同学。在他们的影响

下，李中不仅刻苦钻研功课，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在校期间，李中协助毛泽东领导了一师学友

会。1917 年 11 月，学友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举办

了工人夜学，学生分甲、乙两班，李中是乙班的管

理员，学校附近一些工厂的许多工人都熟识他，

亲切地称他为“李先生”。通过工人夜学，李中拥

有了联系工人的初步经验，同工人阶级建立起了

最初的感情。

从一师毕业后，李中先在本校附小执教，不

久后来到上海一家古玩商店帮工。

1920 年初，陈独秀离京抵沪。对其敬慕已久

的李中经常前往拜访。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李中

接受了更多的革命思想，很快成长为一位具有初

步马克思主义觉悟的先进青年。他辞去帮工转入

江南造船厂，一边做工，一边广泛联络工人群众，

并积极帮助陈独秀等筹建机器工会，在工人中很

有声望。不久，李中被吸收为第一批社会主义青

年团员、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

深入群众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李中还积极

为工人刊物《劳动界》撰稿，以通俗明了的语言向

工人宣扬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阶级的思想觉

悟。1920 年 9 月 26 日，他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

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

起来”的观点。文中说：“将来的社会，要使它变成

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它变成工人的中

国；将来的世界，要使它变成工人的世界。”这篇

宣言一直被史学界作为工人阶级觉醒的先声而

广为引用。

1927 年，李中不幸被反动派逮捕，经各方营

救后获得释放。之后，李中回到湖南双峰从事教

育工作，开办求实学校，教授新学，培养学生数以

千计。

全国解放后，李中几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重

新参加党的工作。毛泽东曾接连三次回信邀他进

京。1951 年 7 月 9 日，李中在赴京途中，不幸病逝

于湖南南县，时年 54 岁。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庹炼 李晗枫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农业大学前身——修

业学堂担任教员期间，他的思想经历了哪些转

变？对当代青年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有

何意义？”带着这些问题，今年寒假期间，湖南

农 业 大 学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师 生 组 团 ，追 寻

1911-1923 年青年毛泽东在长沙的红色足迹，

形成一份万字调研报告，发布“青年毛泽东的

长沙足迹”手绘地图。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湖南农业大学党

委书记陈弘介绍，近年来，湖南农业大学深挖

党史、校史中的红色资源，以大学生喜闻乐见

的方式，打造具有学校特色的红色思政课，立

体生动地帮助大学生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而坚定理想信念，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听潮歌学党史

“一九二一在中国的大地，见证历史开天

辟地的大气，为了人民幸福生活的大计，一群

人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义……”近日，一首原创

rap《1921》在湖南农业大学学生中传唱开来，朗

朗上口的歌词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

背景、建党过程、伟大历史意义和革命先烈的

“红船精神”。

对于如何学好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这部

教科书，全国优秀教师、该校商学院辅导员常

徕出新招——将百年党史创作成一张主题专

辑《1921—2021》，每首歌均以党史进程中的重

要年代或数字为歌名。于是，第一首《1921》顺

势而出。

“说唱歌曲是我们青年大学生们非常喜欢

的一种音乐形式，所以我一直在尝试将‘艺术’

和‘思政’融为一体。”常徕说，在教唱环节之

后，他会将歌词背后蕴含的一个个革命小故

事，分享给学生，引领他们体悟传承革命先辈

们的红色精神。

“行走”的红色课堂

“这里，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在这里

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在上海瞻仰中

共一大会址的该校商学院学生、第六党支部书

记李玲孜，在微信群中发出了一条这样的信息。

近日她利用假期，专程来到上海兴业路 76号，用

图文直播的方式，带领学院全体学生党员一同

感受那段光辉历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微信群里跟党

走”的活动已经开展了 4 年多，大学生们在微

信群里通过图文直播的方式带领大家参观红

色纪念馆、聆听红色故事，线上线下共同领悟

党的光辉历程。

如今，活动进阶版“身边的征程”已经上

线，更加丰富的党史文化在这里得到传播。

精心打造党史课程

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天翻地覆

慨而慷”，从“唤起工农千百万”到“六亿神州尽

舜尧”……“伟人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灵感源于

其丰富的斗争生活，描绘了波澜壮阔的抗争与

搏击。”将耳熟能详的诗词与党史融会贯通，这

便是 3 月 17 日举行的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

史学习教育“集体备课会”上给出的第一讲《青

年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集体备课以“百炼成钢·历史上的伟人”为

主题，以百年党史为脉络，设计了一系列专题

课程，联合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汽车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和 6 所中小学校，建立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手拉手”备课机制，形成

可推广、可复制的模式。

“帝国晚钟、国民革命、红色旋律、民族史

诗、解放战争、人民政权、伟大复兴。”这是该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邵艳老师实践教学设计中的 7

个专题，是结合百年校史中的爱国运动、抗日

救亡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等红色基因的

党史学习教育教学内容。

“老师讲到校史中的党史人物，那些脉络

和细节清晰而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不禁让

我们在校园里寻觅、追随伟人的足迹，从党史

和校史中汲取磅礴奋进力量。”该校马克思主

义学院学生刘颖说。

据 了 解 ，湖 南 农 业 大 学 结 合 建 党 100 周

年，正在打造一系列形式新颖、内容丰富、贴近

学生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除了原创音乐以

外，手绘里的党史、银发老教师讲入党故事等

都在创作、制作中。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月 20日讯（记

者 王文隆）连日来，党史学习教育热潮在浏阳

涌动。“听了老师授课，看了党史台历后，感触

颇深。今后，我会继续刻苦学习，勤劳做事，时

刻与党的要求保持高度一致。”今天上午，在浏

阳市镇头镇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主会场，刘

春枝等 4 名党员分享的微故事引起党员共鸣。

“学党史、知党恩、跟党走”。今天上午，浏

阳市镇头镇组织开展 2020-2021 年度党员冬

春训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通过重温入党

誓词、党员微故事分享、专题党课、发放党史台

历等，号召全镇各级党组织以及全体党员开展

好党史学习教育。当天活动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不仅让全镇近 1000 名党员

参加学习，更有 5.54 万人次观看直播视频。

高坪镇则创新开展“党史百年天天学”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邀请 100 名党员来到“村村

响”广播室，领学百年党史故事，重温百年奋斗

历程。

党史学习教育中，浏阳市把红色资源作为

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不断创新学习载

体、丰富学习形式，通过“村村响”大喇叭、开设

专题专栏、举办党史课堂、邀请专家授课、发放

党史台历、开设体验式文明实践课程等多种形

式，迅速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浏阳将充分挖掘本土丰富的红色资源，

推出一批具有浏阳特色的精品陈列、精品剧

目、精品课件、精品影视，用红色人物、红色故

事、红色精神感染人教育人激励人。”浏阳市委

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把红色资源作为生动教材

浏阳创新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月 20日讯(见

习记者 卢嘉俊 通讯员 李尚引 吴文广)“粟

再金一家几代人为红军守护一副担架长达 80

年，真不容易……”3 月 20 日，通道侗族自治县

县城沿河风光带，一幅幅反映当地红色印记的

插画前人头攒动，人群中不时发出阵阵感慨。

1934 年 12 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时

间虽短，却留下许多催人奋进、感人至深的故

事以及诸多珍贵的红色遗迹。近期，该县根据

红军长征过通道相关历史资料，整理出当地群

众耳熟能详的“一盏马灯”“一担皮箩”“一副担

架的承诺”等 50 多个红色故事，并以插画的形

式，摆放在县城多个显眼位置。

“这 50 多个故事在通道广为流传，群众基

础好，能引起大家共鸣。”通道史志研究室负责

人介绍，下一步，还将制作“红军长征过通道”

画册，免费赠送给中小学生和各界群众，让红

色基因在侗乡大地代代相传。

近期，通道以全民学党史、感党恩教育为

主题，深入挖掘本土红色文化教育资源，用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红色文化生动鲜活地展

现在人们面前。通过这种方式，提高了大家学

党史的积极性，增强了党史教育的吸引力，全

县掀起学党史、感党恩热潮。

通道：红色经典入画来 党史学习掀热潮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冯兵田 龙良红

“农机能进场，那我自然要种双季稻咯！”3 月

19 日上午，在双峰县井字镇白碧村一座小山坡上，

村民彭承继对记者笑呵呵地说。

彭承继有一亩三分田在小山坡上，因地势高、

道路不便，农机无法进场，合作社和种粮大户不愿

流转。年逾七旬的彭承继无力耕种，准备撂荒。

眼看着水田要荒，联村工作组和村干部心里

更“慌”。村党总支书记周光平多次前往勘察，请来

农机手现场反复实验，最终采取搭建便道的方式

解决问题。周光平与农机手商定，只要老彭需要，

随叫随到。

周光平将好消息告诉彭承继，并承诺：“有困

难，随时到场。”当天，彭承继就到村里领回了早稻

种子，着手备耕。

井字镇不仅是粮食生产大镇，也是当地有名

的“红色小镇”，是革命先烈蔡和森成长的地方。该

镇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服务群众相结合，边学边悟，

边悟边实践，以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工作开展。

来到井字镇万亩双季稻示范区，种粮大户刘

育平正指挥工人组装工厂集约化育秧棚。近年来，

刘育平已流转田地种粮 2000 余亩，购置了育秧、

插秧、收割、运输、烘干等现代化农业机械。随着规

模越来越大，建立工厂集约化育秧棚成为他最大

的心愿。

投资多达 150 万元，占地逾 7 亩，资金来源、选

址、办理手续……一个月前，这些难题困扰着刘育

平。

得知刘育平“建厂”有困难，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赵果成牵头相关部门、联村工作组和村干部开

碰头会。

“ 今 年 早 稻 育 秧 要 占 用 130 亩 水 田 ，采 用 人

工，成本太高。工厂化育秧，综合效率是人工的 8

倍，成本至少节省一半，不仅可以提高秧苗质量，

也方便周边群众”“可以争取政策补贴。不育秧苗

时，还能种植水果蔬菜”……大家商定，全力帮助

刘育平把“工厂”建起来。

镇村干部立即分头行事，“项目组”跑职能部

门，“选址组”勘察合适田地，“订货组”寻找优质厂

家……不到 15 天，刘育平的育秧“工厂”就“生根

发芽”。

“我今年计划通过工厂化育秧 5000 亩，其中，

代其他农户育秧 2000 多亩。育完秧苗，就在大棚

里种无土栽培的水培蔬菜。”刘育平边指挥工人安

装设施，边描绘自己的宏图伟业。

井字镇党委书记赵向阳介绍：“党史学习教育

的落脚点，在于更好地服务群众。我们以此为契

机，砺初心、担使命，传承发扬好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着力为群众解决一批急事、难事，提升

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今年，该镇计划将双季稻种植面积从去年 1.3

万亩扩大到 1.73 万亩，挤出 60 万元用于采购稻种

发给农户，在每个村派驻工作组，随时为群众解决

“麻纱”。

“一亩三分地”，春耕担使命
——双峰县井字镇党史学习教育促发展

可听可唱 可感可思
——湖南农大创新思政课让党史“声”入人心

李中：

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党员

学党史
掀热潮
3月 20日，络绎不

绝的市民自发来到中国

共产党长沙历史馆参

观，学习党史。当前，我

省各地掀起了党史学习

教育的热潮，党员、群众

纷纷通过访红色遗迹、

听革命故事，领悟革命

初心，传承红色文化。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李健 摄

“一条棉裤、一盏马灯、一张借条”砺初心
城步挖掘红色资源助力党史学习教育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月 20日讯（记

者 郑丹枚 通讯员 阳望春）“重走长征路翻越

老山界以后，我对红军精神、长征精神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3 月 19 日，参加“重走长征路，共

建军民情”主题党日活动后，城步苗族自治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钟爱民说。

城步境内红色资源众多，为深入挖掘和充分

运用红色旅游资源，该县从“五个一”入手，即建

设一批红色景点、整理一批红色故事、培训一批

红色讲解员、推出一批红色旅游线路、组织一批

红色教育活动，助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该县投资 400 余万元，对老山界、高山红

哨景点升级改造，对莲花桥红军烈士墓进行修

缮，并启动革命烈士纪念园建设，积极申报全

省党性教育基地。深入乡镇、村（社区），搜集整

理红军经过城步留下的军民情深、可歌可泣的

故事，将《一条棉裤》《一张借条》《一盏马灯》等

故事编集成册，编入山歌、制成短视频等，让发

生在苗乡的红色故事走进千家万户。

该县还推出县城-丹口镇桃林村-老山界-

南山-高山红哨、兵器广场-长安营镇长坪村-丹

口莲花桥红军烈士墓等精品红色旅游线路。

通过开展“重走长征路，翻越老山界”“棉

裤温暖人民心，马灯照亮前行路”等主题党日

活动，该县广泛发动干部职工重走长征路、翻

越老山界，参观一条棉裤、一盏马灯、一张借条

等红色文物，缅怀革命先烈，接受红色教育，激

发奋进力量。

目前，城步已培训红色旅游讲解员 50 余人

次，挖掘红色故事 30余个，70余家单位组织 3000

余名干部职工前往老山界等红色旅游景点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促进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 ▲（上接1版）

平江人民看到布告，兴奋地奔走相告：“当年的

红军又回来了！”

3 月 28 日，部队在县城景福坪召开全县民众

大会，成立平江县抗日民主政府，恢复了中共平

江县委。

不久后，由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夹击，八路

军南下支队撤离平江县城，分散在岳阳、临湘、平

江、通城、崇阳之间的地区内，发动群众开展抗日

游击战争，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虽然因遭到

国民党顽固派重兵围剿而未能建立起湘鄂赣抗

日根据地，但仍然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为了深入湘中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

南下支队决 定 派 队 伍 进 驻 湘 阴 敌 后 地 区 。4 月

2 日 ，熟 悉 湘 阴 情 况 的 杨 宗 胜 、吴 光 远 率 领 南

下支队第六支队，穿过敌人防守空隙，到达湘

阴。

第六支队虽号称一个支队，实际只有两个连

的兵力，而驻湘阴的日军则有三个联队 4000 多

人，兵力占绝对优势。通过对敌人营垒中的各派

势力及代表人物逐个分析，第六支队最后成功策

反了湘阴县日伪县长兼保安司令左钦彝。在左钦

彝配合下，第六支队留在湘阴地区艰苦战斗了 5

个多月，成功开辟了以白鹤洞为中心的湘阴敌后

抗日根据地，与日伪军进行了数十次战斗，屡战

屡胜，成为威震湘东的一支抗日劲旅，队伍也日

益壮大。

7 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南下

支队主力继续向南进军，第六支队则留在湘阴坚

持抗日游击战争。

8 月初，八路军南下支队主力抵达湘潭盐

埠，与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会合，决定将

一支分队留在湘中，开展抗日工作，主力继续

南下。

9 月，主力部队进入湖南与广东两省交界的

五岭山脉，准备与坚守广东的东江纵队会师，共

建华南抗日根据地。后因国内局势变化，决定放

弃这一计划，北返中原，于 9 月 20 日从临湘撤出

湖南。

半年时间里，八路军南下支队驰骋三湘，给

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也一路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为湖南取得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感言】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湖南人民始终站在

抗战前列，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

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

念”，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

天，我们更要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从血与

火的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敢于应对重

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

矛盾，爬坡过坎、闯关夺隘，赢得胜利。

平江天岳书院，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部曾经驻扎在这里。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