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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

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

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青年干部深

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

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

和水平。具体而言，要从六个方面涵养斗争本领。

涵养“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信念。信念坚定，是共

产党人最鲜明的政治本色，也是青年干部最应该坚

守的斗争原则。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愈演愈烈，形势环境变化之

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

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这就需要青年

干部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把握发展大势，坚定政治立

场，把准斗争方向，增强信仰、信念、信心，毫不动摇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涵养“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志气。志存高远，是

共产党人最突出的思想特性，也是青年干部最应

该打牢的斗争基石。征途漫漫，惟有奋斗。青年干

部必须以梦为马，和时间赛跑、同挑战过招、与历

史并进，用信仰和汗水、激情与活力，把青春书写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美画卷上。

涵养“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无私为

民，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政治操守，也是青年干部

最应该具有的斗争素养。不谋私利，才是谋根本；

竭诚为民，才是守初心。百年苦难与辉煌，无数的

共产党人用行动践行了“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

牲一切”的誓言。新时代吹响了新号角，青年干部

要以无私的赤诚和奉献、无畏的胆略和气魄、无愧

的责任和担当，用“无我”迎接风险考验，将“自我”

融入奋斗“大我”，在不同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努力

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时代之问。

涵养“烈火焚烧若等闲”的骨气。刚毅不屈，是共

产党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也是青年干部最应该激

扬的斗争伟力。“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

性、复杂性、艰巨性”，前进的道路上，有艳阳、有希

冀，也充满了挑战与风险、阻力与矛盾，甚至还有不

可预知的惊涛骇浪。青年干部要增强机遇意识和风

险意识，碰到困难不逃避，遇到挫折不退缩，顶住压

力、不惧牺牲，慎独慎微、怀德自重，挺起脊梁，无畏

前行，做时光洪流里扛起时代重任的“弄潮儿”。

涵养“绝知此事要躬行”的作风。脚踏实地，是

共产党人最重要的行为风范，也是青年干部最应该

塑造的斗争品格。无论是在革命战争中探寻救国救

民真理，还是在革故鼎新中开创强国富民之路，都

既需要仰望星空，也需要脚踏实地，从国情出发，深

入调查研究，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青年干部要牢牢把握新发展阶段、新

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要求，始终保持知行

合一的行动力，发扬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雷

厉风行、立说立行，察实情、出实招，出精品、干一

流，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切切实实的成效。

涵养“四两拨千斤”的智慧。讲究策略，是共产

党人最有效的思维方式，也是青年干部最应该掌握

的斗争方法。在党的斗争史中，从中国革命道路的

选择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延安整风到全

面从严治党“四种形态”，无一例外展示出灵活智慧

的斗争艺术。知常明变者赢，青年干部要灵活掌握

开展斗争的策略艺术，既要准确把握斗争时机，合

理选择斗争方式，还要分清主次，把握重点，及时调

整斗争策略，敢于突破固有模式和惯性思维，以斗

争求团结，以斗争谋合作，以斗争取共赢。

（作者系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党委委员、

宣传统战部部长）

青年干部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涵养斗争本领

让历史昭示未来
——党史学习教育理论笔谈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刘燕娟

【铭刻】

2018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长

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时，专门来到湖南岳阳，实

地考察位于长江沿岸的岳阳市君山华龙码头

和城陵矶水文站，勉励湖南继续做好长江保护

和修复工作，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守护好一江碧水”。

【追寻】

“看！有江豚！”6 月 7 日 9 时 40 分许，位于

岳阳君山华龙码头的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林阁老巡护监测点，巡护员邓铁牛如往常

一样，正在江滩上巡护，只见 3 只江豚跃出水

面，好不自在。

今 年 53 岁 的 邓 铁 牛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君 山

人，从小时候常看到江豚嬉戏，到后来砂砾成

堆，再到如今江豚回归，他一路见证了长江岸

线的点滴变化。

2018 年 4 月 27 日，邓铁牛被聘请为林阁老

监测点巡护员，他深感使命光荣。因为就在此

前两天，这间小木屋，迎来一行特别的客人。

2018 年 4 月 25 日下午 4 时许，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一行，从

湖北荆州石首港登岸乘车进入湖南，考察的第

一站就选在华龙码头。

车抵码头，习近平总书记健步走下车来，

察看当地生态保护治理状况，听取湖南近年来

推进洞庭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湘江保护和治

理“一号重点工程”、非法码头和非法采砂专项

整治等情况介绍。

始建于 2002 年的华龙码头，地处长江干

流河滩。过去，这个非法砂石码头占用了 660

米的长江黄金岸线，年吞吐砂石量 30 余万吨，

常年砂石乱堆、污水横流，给周边生态造成严

重破坏，并直接影响汛期行洪。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上强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我

们决心下大力气坚决整治非法砂石码头。”作

为整治华龙码头的亲历者，岳阳市君山区交通

运输局局长陈运华介绍，从 2016 年 3 月起，君

山区取缔了沿长江及洞庭湖共 35 个非法砂石

码头，规范整治渡口及入长江道路，以自然修

复为主，人工播撒为辅进行复绿，华龙码头终

于重现水清河晏、芳草萋萋。

在林阁老小木屋，回想起为习近平总书记

调取麋鹿群监控画面的情景，东洞庭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邹毅仍激动不已。

当时，几十公里外的华容县境内，通过卫

星定位跟踪确定的一个麋鹿种群生活区，一架

无人机正在高空利用摄像机悄无声息地寻觅

它们的踪迹。

邹毅一边通过电话连线，一边操作电脑切

回监控画面。当看到两头正在喝水的麋鹿画面

时，习近平总书记称赞道，“这麋鹿长得挺壮、

挺漂亮的。水也比较清，还能看到倒影。”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既是表扬，更是鞭策。

在岳阳市，习近平还考察了城陵矶水文站，

了解长江湖南段和洞庭湖流域水资源综合监测

管理、防灾减灾情况。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是新时代赋予我们

的艰巨任务，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当务

之急是刹住无序开发，限制排污总量，依法从

严从快打击非法排污、非法采砂等破坏沿岸生

态行为。绝不容许长江生态环境在我们这一代

人手上继续恶化下去，一定要给子孙后代留下

一条清洁美丽的万里长江！”习近平总书记的

殷殷嘱托，情真意切，催人奋进。

牢记嘱托，重任在肩。湖南迅速行动，出台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

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大力推动湖南高

质量发展的决议》，以顶层设计锚定发展方向，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3 年来，湖南以“一湖四水”为主战场，全

面推动长江岸线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专项

整治洞庭湖生态环境问题。长江湖南段五大

重点工矿区转型升级，株洲清水塘 261 家、湘

潭竹埠港 28 家重化工企业全部退出，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省干部、群众的共识和

行动自觉。

到 2020 年底，长江干流湖南段和湘资沅

澧四水干流 108 个监测断面全部达到或优于 II

类，为多年来最高水平。长江、洞庭湖非法采砂

已基本消除，“三无船只”不见踪影，611 处河湖

“四乱”问题全部销号。越冬候鸟超过 24.7 万

只，江豚、麋鹿稳定栖息分别达 120 多头和 200

多头，创近 10 年之最。

“记忆中的童年乐园又回来了，清晨和晚

上，还可以听到江豚浮出水面呼气的声音。”邓

铁牛信心满满地说，自己要继续当好环保巡护

员、宣讲员，守护好长江沿岸这道亮丽风景线。

【感言】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湖南全力

“守护好一江碧水”，担当起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的主力军。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既是一场

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湖湘儿女一定不辜

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托，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进一步增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一湖四水”的

清水长流、岁岁安澜，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万里

长江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湖南“守护好一江碧水”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 ▲（上接1版）

从湘东到湘西，从湘南到湘北，省委书记、

省长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踏遍了贫困县的山

山水水。“五级书记”打头阵，五级层层签订责

任状，全力扛起脱贫攻坚重任。

各方力量加速汇聚。全省 2.1 万支驻村帮

扶工作队、5.6 万名扶贫队员驻村帮扶，6300 余

家民营企业精准帮扶 8356 个村，社会各界合

力开展“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活动

和“我想有个家”安居工程公益募捐活动、“一

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等。

去年，面对疫情“加试题”，湖南各项战贫新

举措叠加推出。一趟趟专车、专列开出，实施“点

对点、一站式”直达输送，帮助贫困劳动力有序返

岗。一个个线上公益助农平台相继上线，帮助贫

困群众稳定增收。从去年 3 月份开始，湖南组织

60多万名党员干部，对 2014年以来已脱贫户、未

脱贫户、边缘户及特殊困难群体和贫困村开展

“回头看”，查短板、找不足，严把脱贫质量关。

将军奋勇，三军用命。在脱贫攻坚战场上，

湖南用“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实干精神，汇聚

起百川成海的澎湃伟力。在全国脱贫成效考核

中，湖南连续三年综合评价为好。

湖南贡献，为全国精准脱贫
打造样板和名片

“经过 8 年持续奋战，一批具有湖南特色、

全国影响的经验模式不断涌现，书写了‘矮寨

不矮、时代标高’的精彩故事。”4 月 30 日，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达哲在全省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说，“精准扶贫”从十八洞村

出 发 ，播 撒 到 全 国 960 万 平 方 公 里 的 广 袤 土

地，开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幸福之花，谱写了

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史诗。

首倡之地，当有首创之为。“敢为人先”的湖

南人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探索形

成了“三走访三签字”“四不两直”扶贫调研、“四

跟四走”产业扶贫、“1143”扶贫劳务协作、“两免

一基”扶贫小额信贷、“五建五销”消费扶贫、“搬

扶结合”易地扶贫搬迁、“互联网+”监督、“互联

网+”社会扶贫等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

全国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了湖南智慧。

6 月 22 日，江华瑶族自治县举办“瑶山雪

梨”推介会，当天，线上直播销售额达 30 余万

元。在脱贫路上，江华瑶族自治县采取“公司+

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引导建档立卡贫困

户种植“瑶山雪梨”，带动 3000 余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增收脱贫。

“瑶山雪梨”的发展模式，是湖南“四跟四

走”产业扶贫的生动注解。“资金跟着贫困户

走、贫困户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项目走、项目

跟着市场走”，“四跟四走”搅活了产业扶贫一

池春水。全省 356 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通过发

展特色产业增收脱贫。

7月4日，湖南占地面积最大的安置社区——

沅陵县太安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搬迁户雷

勇兰拿着 7月 2日出版的《湖南日报》，逐字逐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共产党真的好，带领我们奔

小康。”雷勇兰说，现在政策好，更要加油干。

“十三五”期间，湖南 69.4 万易地扶贫搬迁

群众挪穷窝、搬新家，相当于搬迁了一个中等

人口的县。在全国率先开发建设“互联网+易地

扶贫搬迁”大数据平台，探索“楼上生活、楼下

生产”易地扶贫搬迁模式。2020 年，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通报对湖南易地扶贫搬迁给予表扬激

励。在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现场会

上，湖南作典型发言。

脱贫路上，湖南一批村寨开拓创新，从昔

日贫困村蝶变为脱贫致富示范村，成为湖南乃

至全国精准脱贫的样板和名片。花垣县十八洞

村实现了从深度贫困苗乡到小康示范村寨的

“华丽转身”，凤凰县菖蒲塘村跑出了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的“加速度”，汝城县沙洲村走出

了一条宜居、宜业、宜游的红色乡村幸福之路。

风景遍地，新的征程击鼓催征

7 月 5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心歌唱》

团队来到祁东县启航学校，与学校留守儿童合

唱团成员同心歌唱。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

人……”登上春晚舞台、参与《大地颂歌》演出，

教育扶贫让一群留守儿童的歌声唱响大江南

北，唱出了幸福的味道。

脱贫攻坚让湖南贫困乡村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三湘大地风景遍地。一条条农村公

路，一趟趟城乡客运班线，像一根根毛细血管，

通到村，通到组。截至 2020 年底，全省农村公

路总里程达 20.2 万公里，所有贫困县通高速、

所有乡镇通客车，实现“村村通硬化路”“组组

通公路”。全省电网升级改造率达 100%，行政

村 4G 网络全覆盖。

永顺县芙蓉镇，面朝酉水，以前望水喊渴，

现在一汪汪清水流入农户家中，泽润大地。跟

芙蓉镇群众一样，全省 580 万农村贫困人口喝

上了放心水。

全省脱贫户人均纯收入由 2014 年的 1987

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1945 元。全省乡镇公办幼

儿园实现全覆盖，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全

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00%纳入城乡居民基本

医保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覆盖范围；截至 2020

年底，全省农村危房改造 175 万户，总量居全

国前列。“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给千年贫

困彻底画上句号。

时代大潮，改变最深刻的是人。龙山县里

耶镇西拉村村民李中英双腿残疾，选择到镇上

扶贫车间工作后，自愿申请退出贫困户；吉首

市残疾农民周杰祖不等不靠自制农具种地，主

动要求脱贫……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谱写了摆脱贫困、

逐梦小康的恢宏篇章。”省乡村振兴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黎仁寅说，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要奋力拼搏，发扬脱

贫攻坚形成的好作风、好做法，不断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夺取乡村振兴的又一场胜利。

历史长卷，如画村庄，走完了脱贫摘帽的

艰辛历程；望向前方，乡村振兴，击鼓催征。

湖南在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的同时，

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大科技服务和人才

培养力度，加大道路、水利、电力、通讯、人居环

境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开启乡村振兴新

征程。

5月 7日，湖南省、市、县三级新选派的 10253

支乡村振兴工作队、24021 名驻村干部手握“接

力棒”，进村到岗，开展乡村振兴驻村帮扶。

省委宣传部驻安化县龙塘乡沙田溪村乡

村振兴帮扶工作队驻村后，帮助村民解决“急

难愁盼”问题，获得了村民的点赞。

历史已经铸就，历史正在创造。经过脱贫

攻坚这场伟大战争的洗礼和磨砺，三湘儿女正

以苦干实干精神，奔赴新的征程。

文|虢安仁

【名片】

李白（1910-1949），湖南浏阳人，原名李华初，

化名李朴、李霞、李静安，15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

与过秋收起义、中央苏区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

长征。1937 年 10 月，李白接受中央委派到上海建

立秘密电台，负责上海地下党与党中央的电讯联

络。三次被捕，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1949

年 5 月 7 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年仅 39 岁。

2009 年 9 月，李白被评为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

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时隔 73 年，国家安全部近日首度解密了一份

绝 密 档 案 —— 中 央 情 报 部 电 台《逐 日 工 作 报 告

表》。1948 年 12 月 30 日，清晰地记录着中央情报部

电台与“峰台”的最后通联情况。“峰台”是潘汉年

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峰台”从零点

开始的这次发报与寻常不太一样，发报员的发报

速度较以往加快了许多。发报途中，“峰台”突然急

促地拍出“等一等”，等来一句“滴滴滴、嗒嘀嗒”，

意思是“再见”。时间停在了凌晨 1∶50。

上海“峰台”发报员就是李白，电影《永不消逝

的电波》李侠的原型。

“皖南事变”传真相
电台秒变收音机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党中央为了

加强上海的地下情报工作，将红军出身、经受过长

征洗礼，年仅 27 岁却有着丰富电台工作经验的李

白派往上海负责秘密电台工作。

为了掩护李白的工作，上海党组织选派纺织

厂女工裘慧英扮演李白的妻子。为了不引起邻居

们怀疑，白天，李白去上班，晚上在房间后面的小

灶间发报。盛夏酷暑，密不透风的灶间里，李白汗

如雨下；严冬，常常冻得全身发麻，手指红肿，还在

争分夺秒地按键发报。

随着战局变化，日本侵略者疯狂反扑，情报量

骤增。李白就蹲在小小的灶间，从下午四点一直工

作到次日凌晨。长时间的发报引起了敌伪的注意，

每天晚上军警挨家挨户搜查。

1941 年 1 月 7 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

了。为阻断传播，敌人特意加大了空中干扰。零点

时，李白发现耳机里成片的电波干扰声。李白马上

告诉裘慧英加强警戒。同时，全神贯注地转动刻度

盘在一片电磁干扰声中寻找中央的信号。终于，凌

晨两点，李白捕获到延安的声音。“皖南事变”的真

相，由李白电台迅速传播到整个上海乃至全国，全

国人民齐声声讨国民党。

“皖南事变”后，上海形势愈加紧张。日本宪兵

对地下电台开展地毯式搜查。1942 年中秋节前夕，

李白手头有几份重要情报要发，发报时间较以往

更长。正当工作进入尾声时，窗外警报声响起。李

白镇定地快速发完电文，以极快的速度拆散发报

机。日本宪兵队破门而入，这是李白第一次被捕。

日本人用了种种酷刑，还特地从日本本土调来无

线电专家对李白的“收音机”反复检验，最后得出的技

术鉴定是“此收音机没有收报功能”。1943年5月，在我

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日本人不得不放了李白。

其实，那部特殊的“收音机”就是李白电台。李

白拜我党无线电专家涂作潮为师，学习了 5 个月的

维修和改装发报机技术。在日本宪兵破门而入的

几秒钟时间里，李白拉掉了两个临时焊接的小线

圈，使这台“收报机”复原成了收音机。

李白出狱后，受到敌人的盯梢，与党组织暂时失去

联系。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央华中情报局在静安

寺与李白接上关系。为纪念此事，李白化名“李静安”。

出狱战斗不停歇
铁汉倒在黎明前

1945 年春天，局势混乱，为了电台安全，李白

奉命撤回淳安。在行船途中，一群国民党士兵冲上

船搜查，搜出了李白的电台，并将李白扣押起来。

这是李白第二次被捕。这次，李白没有暴露真实身

份，第二日，经过党组织派人出面证明而获释。李

白出狱后，矢志不渝，坚持工作。

为了侦察秘密电台，敌人使尽各种手段。但面

对黎明前的黑暗，李白选择坚持战斗。

为了将辽沈战役国民党青年军 207 师、208 师

动向，长江防务等重要情报及时传送给党中央，李

白电波在危机四伏的上海夜空越来越频繁地发

出。为掩护电台，李白勤学苦练，掌握了一手仅用

15 瓦发报的高超收发报本领。

裘慧英在与李白的共事中由敬生爱，通过组

织审批，1940 年秋，两人结成真正的夫妻，有了一

个可爱的儿子。

1948 年 12 月 30 日凌晨，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

帝国主义提供的最新设备和技术，在上海用分区

停电的办法，捕捉到了李白的电台。李白镇定地发

出紧急信号，迅速隐藏好电台。国民党特务破门而

入，在一堆电器零件中搜出了一只亮光光的电键，

如获至宝，带走了李白。这是李白第三次被捕。

敌人发疯般对李白进行了 30 多个小时的连续

审问，使用几十种刑具，李白视死如归。敌人又把

裘慧英和儿子带到审问现场，威胁李白。但折腾数

月，敌人仍一无所获。

1949年 4月 22日，李白在狱中写了一封家书给

裘慧英，叮嘱她好好抚养小孩，这封信成了李白的

绝笔。1949年 5月 5日，蒋介石向毛人凤下达了最后

处置指示：“坚不吐实，处以极刑。”1949年 5月 7日，

李白在内的 12名共产党员被秘密杀害。离上海解放

的日子不到 20 天。临刑前的上午，他还大声对 4 岁

的儿子说，“爸爸过几天回来抱你！”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电影《永不消逝的

电波》里这句经典台词传承着李白精神，感动无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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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湖湘潮·百年颂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联合出品

李白：

电波穿逝水，英魂贯长虹

——我党隐蔽战线百年斗争秘闻

李白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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