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落在江西省瑞金城东北 6 公里处的

叶坪革命旧址群，土黄色的房屋外墙上，简

陋的居室里，斑驳的标语虽然已经褪色，沉

淀的却是昔日峥嵘的岁月。驻足聆听，90

年前的那一幕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

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

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正式以国家的

形态出现，瑞金由此被称为“红色故都”。

历史回响，伟业启航。年轻的共产党

人在这片红土地上进行着怎样的治国安民

伟大预演？推开中央苏区这扇承载着厚重

历史的大门，记者来寻找答案：从人民共和

国的伟大预演到建党 100周年，始终不变的

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不断延展的

是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壮丽征程。

人民当家作主

叶坪谢家祠堂，一台座钟定格在下午 3

时。90年前，当指针指向这一刻，来自全国

各地的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共 610 余人走

进这里，共商国是。大会庄严宣告：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

了！当晚，数万群众提灯演戏，施放焰火，

欢庆全国性红色政权的建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明

确，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

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人民政权凸显人民本色——村里直接

选乡代表，乡代表选区代表……中央苏区

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使苏维埃成为

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关。

以人民为中心，顶层设计保障人民当

家作主——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

物馆，一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留

存至今，当时颁布了 130 余部法律法令，只

为保障群众权利。

为人民服务，一个个冠以“人民”称号

的“部委”成立——500 余平方米的谢家祠

堂，装满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机

关。几块木板隔成的小屋，就是当年国家

部委最初的办公之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雏形。”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

长周景春说，从国体看，我国现行人民民主

专政是由苏维埃共和国的工农民主专政发

展而来；从政体看，现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由苏区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发展而

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现行国体、政体

之间是血脉相连的关系，都以人民为中心。

一切为了人民

“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寻访

瑞金各处革命旧址，当年留下的标语随处

可见。

苏区百姓为什么义无反顾地跟着红军

走？透过一处处革命旧址，聆听一个个革

命故事，答案愈发清晰起来。

一口红井水，天下苍生情。曾在小学

课本里出现的《吃水不忘挖井人》，又一次

呈现在记者眼前。

“当年的沙洲坝干旱缺水，田缺水灌

溉，人无水饮用，生活条件非常落后。”红井

革命旧址群讲解员梁霞介绍说，1933 年 9

月，毛主席亲自上阵，带领大家开挖水井，

为了使井水更清澈，毛主席还亲自下到井

底铺沙石、垫木炭。

清清井水润心田，领袖恩情永不忘。

如今，“吃水不忘挖井人”已成为“饮水思

源”的同义词，瑞金也因此成为我党群众路

线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红井旁不远处是列宁小学。在战火纷

飞的年代，物质匮乏，苏维埃却仍然努力安

置着一张张宁静的书桌。梁霞介绍，苏区

大部分适龄儿童都得到免费上学的机会。

据 1934 年 1 月的统计，仅江西、福建、粤赣

三省就有列宁小学和劳动小学 3052 所，学

生 89710 人，先进县学生入学率达 50%至

60%，而当时在白区号称“教育最发达”的江

苏省，入学率也只有13%。

“当年，党的领导干部非常关心群众的

疾苦，经常深入乡村做调查研究，帮老百姓

解决实际问题。”红军后代杨华告诉记者，

很多家庭的青壮年当了红军以后，家里的

地没人种了，他们便代为耕种。

1934 年 1 月 27 日，在瑞金召开的第二

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

《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总结》，着重强调

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问

题。这篇重要讲话后来以《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为题编入 1951年版的《毛泽

东选集》第一卷。这是一篇影响一代又一

代共产党人的光辉文献。毛泽东在讲话中

引用了赣南苏区人民的一句由衷感叹——

“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

了”，他要求共产党人关心群众痛痒，真心

实意为群众谋利益。

植根人民之中

瑞金城西北部沙洲坝境内的一片小

树林中，坐落着一座造型独特的建筑，在

冬日暖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俯瞰它就像

一顶红军的八角帽，寓意着红军永远扎根

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即二苏大会）即在此召开。

1934年1月22日下午2点，“二苏大”举

行开幕式，毛泽东致开幕词。参加大会的正

式代表有 693名，候补代表 83名，旁听代表

1500余名。这些代表来自全国各个苏区。

在“二苏大”上，毛泽东指出：“发展革

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任务，

这是我们的目的。对于这样的任务与目

的，我们不但口里讲，还要实行做。”“要使

广大群众认识苏维埃是代表他们的利益

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二苏

大”的召开，不仅使民主政治制度得到空前

发展，选举制度更加完善，还诞生了国家标

志国徽、国旗和军旗等。让工农民众认识

到：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拯救中国，使全中

国民众得到彻底的解放。

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中国共

产党的根基、血脉和力量源泉，就这样深

深扎根于人民群众。苏区时期，是我党历

史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最好的时期之

一。党在组织上得到空前发展——1929年

春，红四军开辟中央苏区之初，赣南、赣西

和闽西约有党员 6000 余人；到中央苏区疆

域鼎盛时，党员总数已超过 13 万人，占当

时全国党员总数的 44%，占中央苏区人口

总数的3%。

瑞金市委党史办副主任罗春花介绍

说，“二苏大”召开后，先后统辖了十三块较

大的革命根据地，其中包括中央苏区、湘赣

苏区、川陕苏区等，历史上这些苏区总面积

达 40 余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3000 万。以

瑞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苏区群

众，点燃了苏维埃运动的火焰，使得中国革

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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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政 为 民 的 伟 大 实 践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向着梦想出发
刘 兴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由工农大众当家作

主的新型国家——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在瑞金叶坪村一座客家

宗祠宣告成立，开始了治国安

邦的预演。毛泽东、周恩来、朱

德……一代领袖人物，无数英

雄豪杰，把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扛在肩上，在红都瑞金留下深深足

迹。这些足迹，指向一个共同的梦想——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

幸福。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伟大的苏区精神。回望红都，展望未

来，苏区精神与“中国梦”的产生和演绎血脉相连。从上海建党到南

昌建军再到瑞金建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之际担当大任，以顽

强的力量，以星火燎原的姿态，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在

“共和国摇篮”瑞金，他们召开

会议，通过宪法大纲，申明民主

权利，探讨民族前途，宣告他们

的坚定信念：“为劳苦大众求解

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90 年后，当我们说起“中

国梦”的内涵，不由想起红都瑞金那段峥嵘岁月。民族复兴，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这是先辈的理想，是红军浴血奋战的力量。江河行

远，日月恒光。苏维埃，红五星，这是一个梦想的源头。90年前，革

命先辈铺开的苏维埃画卷留在了红都，铺就了梦想的底色；90 年

后，红都瑞金以苏区振兴的形式实现“中国梦”：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旅游景区……一项项硕果显露

着活力、魅力和实力。

图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

会会址。 邹小光摄（中经视觉）

图② 红军烈士纪念塔。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图③ 红 色 小 导 游 在 红 井 景 区 学 习 红 色 故

事。 杨友明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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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精神是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领导创建、发展和保

卫全国各苏区的革命实

践中培育形成的革命精

神。苏区精神内涵丰

富，坚定信念是灵魂，求

真务实是精髓，一心为

民是本质，清正廉洁是

品格，艰苦奋斗是要义，

争创一流是特质，无私

奉献是内核。苏区精神

历久弥新，它是新时期

全国人民奋力推进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的重要精神

动力。

苏区精神在苏区时

期形成和演绎。坚定信

念，既表现为党中央集

体决策把革命推向前进

的气势，也表现在红军

和苏区干部群众忠于组

织、忠于革命；既表现为

坚定不移、逆境奋起，也

表现为坚贞不渝、永不

叛党。求真务实，就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

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

命理论、道路和制度，脚

踏实地干革命、办实事、

谋发展。一心为民，是

党和苏维埃政府秉承的

宗旨，一切为了群众，一

切依靠群众，从而赢得

了工农群众的大力拥护和支持。而清正廉洁的精

神，让红色政权永葆生机，绿意盎然。党和苏维埃

政府带领广大苏区军民，不畏艰难、奋勇争先，拼

搏奋进、开拓创新，以争创一流的精神投身到红色

中华的伟大实践，创造了苏区“第一等工作”。在

创建、保卫中央苏区的伟大斗争中，苏区人民舍尽

一切，不讲回报，全力支前参战。英勇的中国共产

党人、红军将士及广大苏区群众流血流汗，无怨无

悔，在中国革命史上树起了一座无私奉献的丰

碑。何叔衡曾说，“我们身上穿的、背上带的、口中

吃的，全是苏区人民给的”。聂荣臻也曾说瑞金是

“永远值得敬重和怀念的红都瑞金”。

苏区精神是值得永远传承的“红色基因”。

近年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充分发挥

红色资源优势，坚持以红色历史启迪人、以红

色基因激励人、以红色文化教育人，让纪念

馆成为受欢迎的“第二课堂”。为了更好地

宣传苏区精神，纪念馆实施“三个活化”，推

进让文物说话。活化红色陈列，征集丰富

苏区生活物品，通过引入仿真硅雕像、电

子油灯等现代技术，还原苏区的工作场

景和生活场景；活化红色展览，融入声、

光、电、媒等现代技术，完善 40多个部委

旧址的陈列展览，推出 20 多个辅助陈

展；活化红色景观，在叶坪革命旧址群

开辟了“一苏大会”展览馆、“建政之

路”广场、红军码头等；在红井革命旧

址群建设了群众路线文化广场、3D漫

画墙等红色新景观，在博物馆打造

“溯源廊”“功勋廊”等大型特色场景，

创作了巨幅研磨漆画《从瑞金走出的

共和国元勋》等，切实增强了红色历

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如今，在这

里，一个红色旧址就是一个思政大课

堂，一件红色文物就是一本革命传承

的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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