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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早期领袖， 他们是同

年生、同年死，只活了

36

岁，都是红军长征西去之后

牺牲的。 这就是瞿秋白和方志敏。 今年是他们诞辰

120

周年，已牺牲了

84

年。

我们现在对全党干部进行“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 共产党建党的初心是什么？ 建党之初

的国情、民情、党情、干情又是什么样子？

2016

年纪念

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时，我走访了方志敏烈士的出

生地、工作地和最后兵败被困、被捕的地方。 看了很

多资料，接触了很多人，又读了《 方志敏全集》 ，后来

发表了《 方志敏最后的七个月》 。 一个意外的收获是

加深了对建党初心、初情的认识，有几点体会：

第一，共产党为什么闹革命？ 前几年，有一种说

法，当年不应该用暴力方式革命，还讽刺挖苦打土豪

的农民暴动。 这些人不懂历史，不负责。 俗话讲，站着

说话不腰痛。 不是共产党要用暴力，是农民实在活不

下去了才暴动。 党是顺应潮流，为民请命，争生存，求

翻身。《 方志敏全集》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中国旧历年

关，正是工农劳苦群众最难过的鬼门关。 那时正当旧

历年关逼近之时，豪绅地主都纷纷向工农群众逼租逼

债。 起初（ 农民）还是设词拖延，愈逼愈紧，无法尽着拖

延下去，于是各村农民，革命团的群众，每天都有十几

班，跑到我跟前来催问：‘ 什么时候暴动呀，赶快动手，

实在忍不住了，要逼死人啊。 ’总要和他们说很多好

话，才能把他们说回家去。 等过了几天，他们又来催

问：‘ 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暴动？ ’。 ”可见，不是共产党要

暴动，是农民推着党走，是形势使然。“ 于是一个个地

宣过誓：斗争到底，永不变心。 在红纸名单上，自己的

名字下画过押，喝过一杯酒，一组一组地编好组，选出

团长、委员，这个村子的农民革命团就算是组织成立

了。 ”这就像毛泽东说的，到处都布满了干柴，所以才

会有各地的暴动，才会有后来的秋收起义，上井冈山。

1927

年

4

月，瞿秋白为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写的序言中义正辞严地指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

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

士先生和私有财产。 他们实在‘ 无分可过’，他们要不

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

”“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

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

不过开始罢了。 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

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

追溯初心就是重温党史， 重新学习历史唯物主

义，重温党怎样顺应历史潮流，领导工农暴动，农村

包围城市，直到夺取政权。 建国以后，我们成了执政

党，有时会忘记“ 顺应群众要求”这个初心，结果就犯

错误。 如“ 大跃进”那样的劳民伤财；如“ 文革”大搞阶

级斗争，偏离经济工作；还有贪污腐败成风等等，这

都是忘记初心的恶果。

第二，就是第一代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 他们坚

信自己所奋斗的目标是共产主义， 是社会发展的必

由之路。 所以在任何困难下，都可以坚持，包括牺牲

生命，在所不辞，表现出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

主义。 方志敏知道自己要死，留下这样的话：“ 你法西

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绝不能丝毫动摇我

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 ”“ 假如我

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

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

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 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

我的精诚的寄托吧！ 在微风中的吹拂中，如果那花朵

是上下点头， 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

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花朵是

左右摇摆，那就是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这两段话都已经成了名言。 这

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为了理想可以牺牲一切，直至生

命。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判处死刑的

第一个副省级贪官胡长青，恰恰出在江西，在方志敏

牺牲的地方。

我们要反思一下，当年革命是为民争权。 但权力

争到了，怎么个别党员干部反而大搞贪污腐败，背叛

人民呢。 初心一失，万丈深渊。 这是一个不能不思考

的大问题。 初心有两个含义，时刻顺应潮流，为人民

群众服务，这是实践上的初心；还有一个更基本的理

论上的初心，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学说有三

大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最根本的

是哲学。 谁也逃不脱社会发展规律，逃不出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老一代共产党人常说，他们参

加革命是因为读了社会发展史，学了唯物论。 毛泽东

在延安认真研究哲学，很恭敬地听艾思奇的哲学课，

终于形成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党

的指导思想。 我们这一代人都曾认真地学习过《 矛盾

论》《 实践论》 。 现在，社会上不怎么说唯物论、辩证法

了。 队伍渐行渐远，回望理论的灯塔忽明忽暗，难免

忘了初心，这是我们应该猛醒的。 初心是什么？ 初心

就是原理。 那些最基本的道理。

第三，今天我们纪念老一代革命者，不能不佩服

他们的才华。他们真正是一代精英。当年在国共两党

斗争中，国民党方面老爱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人才都

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 方志敏从被捕到牺牲一共只

有

7

个月的时间。 这

7

个月当中， 他还不断地被转

移，被提审，终日戴着脚链手铐。 却写出了《 可爱的中

国》《 狱中纪实》等

12

篇文章，共

13.6

万字。而且在和

党失去联系，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还能说服看守

他的人， 把这些稿子转移出去。 这除了他意志坚强

外，不能不佩服他的才华：写作才华、宣传才华、做思

想工作的才华和独立开辟工作的才华。 毛泽东说共

产党人好比种子，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能生根发芽。 方

志敏这一粒种子，在监狱的水泥地上都能生根发芽。

过去说到英雄，经常的概念是抛头颅、洒热血，是董

存瑞，刘胡兰。 其实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上马杀敌

顽，下马草军书，个个是才华横溢的军事家、政治家、

文艺家。 方志敏

16

岁时就立志：“ 心有三爱，奇书、骏

马、佳山水；园栽四物，青松、翠竹、洁梅兰”，这不关

乎革命，是一种更大的人文情怀，革命只是他人生的

一部分。 方志敏一米八的身材，骑白马，挥短枪，善演

讲，当时就不知迷倒了多少人，特别是那些冲决封建

罗网走向社会的女性。 你看《 方志敏全集》中有诗歌、

散文、小说、剧本，公文、信札，都写得文采飞扬。 不单

是方志敏，瞿秋白有译著

500

万字，张闻天是第一个

把歌德的诗引进到中国的人。 周恩来在中学时就显

露出卓越的话剧才能，

1964

年，他实际导演了著名的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 。 我们都知道歌剧《 江

姐》 ，那是主管空军的刘亚楼上将亲手抓的空政歌舞

团作品。 他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就喜欢歌剧。 歌剧

《 江姐》经过十个月的创作，总是不理想。 刘亚楼说：

“ 歌剧《 卡门》就是因为有一个好的主题曲，你们差的

就是这个。 ”这才有了后来的《 红梅赞》 ，传唱至今。 这

首主题曲也托起了整个歌剧。

1949

年

5

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请柳亚子

吃饭，朱德作陪。 柳随手拿出一本纪念册，请他题词。

毛泽东当即题了一首集句诗：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

泥。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这是集的南北朝谢灵运、 薛道衡和宋代苏东坡

三个诗人的三句诗。 借自然之景准确地传达出革命

胜利，即将建国的喜悦之情，却不露一点斧凿之痕。

在一旁的朱德接着也题了词。 这就是第一代领袖的

水平，是党之初、国之初的人才水平，才华多得直往

外溢啊。 虽然我们今天也搞了不少“ 人才库”“ 领军

人”，多少个几百几千的“ 人才方阵”，而看看他们，真

是自愧弗如。 不用说高级干部，现在的中级干部中有

几个这样的多面手？ 天涯何处无芳草，才华是有的，

人才是有的，但不能自封或者他封，一是要到实践中

去筛选；二是放宽用人之路，广纳贤才。

今天我们纪念先烈，再回顾一下建党之初，那是

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局面：有一颗为民牺牲的初心，

有一支才华横溢的队伍，有一个朝气蓬勃的局面，这

就是党之初、国之初的样子。 我们曾经从这里走来！

现在我们说不忘初心，还要不丢初样，更要干出

个新样，才对得起先烈。

（作者系《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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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历届主要领导关于方志敏论述的比较研究

刘国云 吴晓东

�����

值此今年

8

月方志敏诞辰

120

周年之际，我拟从“ 闽浙赣苏区与方

志敏精神”这一视角，深切缅怀方志敏的历史功绩，阐述闽浙赣苏区的重

要地位，解读方志敏精神的丰富内涵。 旨在传承红色基因，吸纳历史智

慧，提升政治站位，推进廉政建设。

一、闽浙赣苏区是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荣获“苏维埃模范省”

盛誉的著名苏区

1

、闽浙赣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全国六大苏区之一”，是中央苏

区的东北屏障。

“ 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发轫于弋阳九区，形成于赣东北苏区，成熟于

闽浙赣苏区。 闽浙赣苏区鼎盛时期版图含有赣东北

21

个县，闽北

13

个县，

浙西（ 南）

21

个县，皖南

17

个县，共拥有

72

个县之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

创建的全国六大根据地之一，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强有力的东北屏障。

2

、“ 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独特的创造，富有鲜明的特色。

第一、赣东北根据地是以“ 农民革命团”的组织形态创建革命武装和红色

政权的。第二、赣东北根据地在初创阶段就“ 特别注重土地问题”，而且实行了

正确的土地政策。从

1928

年

5

月起，赣东北苏区就颁布了《 土地分配法》、《 平

债法》等。第三、赣东北根据地在军事斗争中创造了一整套颇具特色的战略战

术原则。 第四、赣东北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 第五，

赣东北苏区的文化教育建设成就显著。

3

、闽浙赣苏区被毛泽东和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授予“ 苏维埃模范

省”光荣称号。

在方志敏的领导下，闽浙赣苏区在党的建设、军事建设、政权建设、经

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1934

年

1

月，被毛泽东

和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授予“ 苏维埃模范省”光荣称号。

二、方志敏是闽浙赣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和卓越领导者

方志敏是赣东北、闽浙赣苏区的领导核心。 他先后任中共弋横中心

县委书记、赣东北军委会主席、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闽浙赣省苏维

埃政府主席、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政治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执行委员、主席团成员，牺牲前是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

方志敏与众不同的过人之处，突出地表现在：

1

、方志敏创造性地提出了苏维埃的“ 五种精神”。

方志敏对“ 苏维埃模范省” 的工作精神作了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总

结，提出了苏维埃“ 五种精神”：一是“ 苏维埃的民主精神”，二是“ 苏维埃的

创造精神”，三是“ 苏维埃的进步精神”，四是“ 苏维埃的刻苦精神”，五是

“ 苏维埃的自我批评精神”。 正是依靠这“ 五种精神”，才确保了苏维埃政府

重大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才树立了苏维埃政府在广大民众中的崇高

威望，才赢得了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高度赞赏。

2

、方志敏为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方志敏总结了根据地斗争的丰富实践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思考，提出

了一系列思想理论主张，为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作出重要贡献。

方志敏的理论贡献，集中地表现在他所撰写的《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

略述》《 赣东北苏区创立的历史》《 信江党和红军以及最近之局势》《 信江

群众斗争的经过与苏维埃的历史》《 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全省

选民工作报告书》《 建设我们铁的红军》《 关于白区乡村工作的几个问题》

《 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等著述中。

3

、方志敏是饮誉共产国际、高举抗日救国旗帜“ 以身殉志”的民族英雄。

方志敏抗日救国、“ 以身殉志”，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方志敏的英雄业绩

和崇高气节，受到中共中央的表彰和共产国际的关注。

1937

年

1

月

24

日，中共中央机关报

《 斗争》第

122

期出了一期“ 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同志专号”，发表了邵式平等人的悼念文章。

“ 民族英雄方志敏”这一崇高称谓，充分显示了方志敏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

4

、《 方志敏全集》是中国共产党“ 先驱领袖”群体中的一座伟岸丰碑。

十年前，为纪念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人民出版社启动《 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编辑

出版工程，将共和国成立前辞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集中整理并系统出版，这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文坛上的一大创举。 文库的出版，对于传承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深入研究中共党

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方志

敏全集》是这套文库的重要项目之一，于

2012

年

6

月出版，近

40

万字。《 方志敏全集》是方志

敏

36

载金色年华的光辉写照，是方志敏伟大思想、高尚品质、人格魅力的集大成文汇。其中，

脍炙人口的《 可爱的中国》、《 清贫》是光耀不息的明珠、名篇，还有新发现的方志敏在狱中密

写的《 给党中央的信》等重要历史文献，都极为珍贵，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学习。

三、方志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良革命传统和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方志敏精神的本质属性

方志敏精神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用鲜血和生命孕育而成的一种

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构筑的优良精神传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民族优秀人文道德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态，是中华优秀儿女和中国

共产党人留给历史和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

2

、方志敏精神的历史文化底蕴

方志敏熟谙中国历史，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杰出精英，都深深地影响了方志敏。尤

其是南宋江西两座山（ 文天祥、谢枋得） ，是方志敏心目中的两座大山。他们的志节、精神

印刻在方志敏的灵魂深处。

3

、方志敏精神质的升华

方志敏青少年时期曾一度陷入彷徨、苦闷之中。是中共《 先驱》杂志和共产党人赵醒

侬给他带来了曙光。

1924

年

3

月，方志敏在南昌由赵醒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入党

后欣喜地表示：“ 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地引以为荣呵！从此，我的一

切，直到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

方志敏的革命精神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的特质、注入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后，得到了新

的质的升华。

4

、方志敏精神的丰富内涵

第一、信仰

这是方志敏精神的目标定位。

方志敏有句名言：“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

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

对此，习近平在

2010

年

9

月中央党校开学典礼讲话时说：方志敏的遗著，“ 回答了

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 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

信仰，是方志敏的神圣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

第二、爱国

这是方志敏精神的责任担当。

方志敏的“ 中国梦”是“ 八个代替”的构想：“ 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

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

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 这时，我们民族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

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

多么远大的目光，多么美好的憧憬，多么准确的判断！

正是崇高的爱国情怀，铸就了《 可爱的中国》这一爱国名篇！

爱国，是方志敏的伟大情怀，也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要义。

第三、清贫

这是方志敏精神的核心理念。

方志敏是中国共产党人以清贫著称、廉洁自律的杰出楷模。

方志敏在《 清贫》中写道：“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 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

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

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 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

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 ”

方志敏被捕时国民党两个士兵搜身，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

都没有搜出。 唯一的财产就是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

清贫，是方志敏恪守的铁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廉政清风的一面镜子。

第四、创造

这是方志敏精神的不竭动力。

方志敏的创造主要体现在：创造了农民革命团；创造了赣东北土地法；创造了红十

军；创造了闽浙赣苏区；创造了苏区对外贸易处；创造了地雷战；创造了列宁公园；创造

了苏维埃“ 五种精神”。

创造，是方志敏的动力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之源。

第五、奉献

这是方志敏精神的价值取向。

方志敏说过：“ 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 ”

舍弃，就是奉献。

方志敏为中国革命解放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

奉献，是方志敏的高尚品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坐标。

(

作者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苏区史研

究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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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方志敏同志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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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方志敏同志

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

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的创始人。 方志敏同志的一生，是为民族的解放、人民

的幸福，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 我们党历

届主要领导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先后对方志敏及其光辉事迹都有过高度评价和论述。

本文拟对这些论述作一解析和比较研究。

一、 党中央历届主要领导关于方志敏的论述及

其解析

党中央历届主要领导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习近平对方志敏都有论述和评价，现作一些

回顾和解析。

1930

年

1

月，毛泽东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

文中说：“ 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

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

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

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 政权发展

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

确的。 ”

上世纪八十年代， 邓小平为 《 方志敏文集》 题

写了书名， 足以证明他对方志敏的深厚感情和高度

评价。

1997

年

1

月

29

日， 江泽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第八次全会上发表讲话， 引用了方志敏同志写

下的 《 死！ ———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 中的一

大段话， 并指出“ 这是何等坚定的革命信念！ 何等

高尚的精神情操！ 我讲这一段话， 决不是说要大家

效仿方志敏所说的过去那样一种生活， 而是说我们

每一个同志都要有这样一种精神， 这样一种浩然正

气。 ”

1999

年

8

月

20

日，胡锦涛在纪念方志敏同志诞

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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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胡锦涛不仅对方志

敏有总评价，而且还略述了方志敏的革命斗争历史，

重点提出我们纪念和学习方志敏的具体要求及现实

意义。

2010

年

9

月

1

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

2010

年秋

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多次读方志敏

烈士在狱中写下的《 清贫》 。 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

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

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

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 每次读都受到启示、 受到教

育、受到鼓舞。 ”习近平多次谈到读方志敏《 清贫》《 可

爱的中国》和《 死！ ———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

三篇文章的体会和感受。 从习近平读这三篇文章的

论述中，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到方志敏的道德情感观、

物质精神观和人生价值观的内涵； 可以深入理解到

方志敏的爱国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传

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上的特殊意义； 可以深入理解到方志敏的生命

价值以及在今天的延续。

二、党中央主要领导对方志敏论述的共同性

比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对

方志敏的上述论述，我们以为，有共同性。 其主要是：

第一，高度评价方志敏坚定的理想信念。

毛泽东称方志敏“ 以身殉志，不亦伟乎”；邓小平

亲自为《 方志敏文集》题写书名，其对方志敏的理想

信念的高度评价是不言而喻的；江泽民用“ 这是何等

坚定的革命信念！ 何等高尚的精神情操”、胡锦涛用

“ 树立坚定正确的理想和信念，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

下，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分别表达了对方志敏理

想信念的高度评价；习近平认为方志敏以“ 敌人只能

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誓言，

表现了我们共产党人视死如归、 大义凛然的英雄气

概，表现了我们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 这里，

习近平用“ 对远大理想的坚贞”表现出对方志敏理想

信念的高度评价。

第二， 充分肯定方志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

重大贡献。

毛泽东对方志敏在根据地创建和发展上取得的

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称赞“ 方志敏式”根据地的

建设成就；江泽民从方志敏“ 清贫”生活所表现出来

的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胡锦涛《 在纪念方志敏同志

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 方志敏同

志的一生，是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为共产主

义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 ”习近平多次读方志敏狱中

遗稿，并从中概括了方志敏的清贫精神、爱国情结和

生命价值，用“ 英勇奋斗”、“ 献出了宝贵生命”指出了

方志敏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

一生。 就此，我们不难看到，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

民、胡锦涛、习近平对方志敏的论述中，都充分肯定

了方志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方志敏精神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方志敏精神主要体现在“ 爱国 、创造 、清贫 、奉

献”。 方志敏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

结晶，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用“ 不亦

伟乎”赞扬方志敏及方志敏精神。 邓小平为《 方志敏

文集》题写书名，说明邓小平是十分重视方志敏精神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的现实意义的。 江

泽民非常重视方志敏“ 清贫”精神的现实意义，要求

“ 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有这样一种精神，这样一种浩然

正气”。 胡锦涛《 在纪念方志敏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

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和

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大力弘扬革命前辈的崇高

精神，这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我国建设成

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精

神力量和重要思想保证。 ”习近平就当前我们党的思

想建设时指出：“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

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 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

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 他要求，我们每一

个人都应向方志敏学习，树立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

永葆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习近平用“ 理想之

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明确指出了方志敏精神有着

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党中央历届主要领导对方志敏论述的不同

性

比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对

方志敏的论述，无疑，也有不同性。 其主要是：

第一，表现形式不同。

毛泽东是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和读

《 新唐书·徐有功传》的体会来论述方志敏的。 邓小平

是以题写 《 方志敏文集》 书名来表达对方志敏的论

述。 江泽民是在中纪委的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方志

敏的话，指出方志敏是“ 艰苦奋斗的光辉典范”，以此

论述方志敏。 胡锦涛是《 在纪念方志敏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略述了方志敏的革命斗争

历史，提出纪念和学习方志敏的要求及意义，以此论

述方志敏。 习近平是分别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

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

年大会上的三次讲话中， 多次谈到自己读方志敏文

章的体会和感受， 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及全国人民向

方志敏学习，保持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无比深情的

爱国情结和永恒不灭的生命价值，以此论述方志敏。

第二，时代背景不同。

毛泽东是在战争年代， 中国革命还处于非常艰

难时期，把赣东北根据地誉为“ 方志敏式”根据地。 邓

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年

代，评述方志敏的，但社会背景也不完全一样。 邓小

平是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

核心，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有秩序地开展各方

面工作，在“ 整个的形势很好 ”的背景下 ，邓小平为

《 方志敏文集》题写了书名。 江泽民是我们党的第三

代领导核心，提出“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从严治

党上， 他以方志敏的清贫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

要艰苦奋斗。 胡锦涛在我国正面向新世纪全面推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际， 加强

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面对反腐倡廉任务非常艰巨

的社会背景下， 提出纪念和学习方志敏的具体要求

及现实意义。 习近平在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的新时期，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为实现这一目标和中

国梦，形成了“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的战略布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多次谈到自己

读方志敏遗作的体会， 并结合现实情况论述了方志

敏的理想信念、爱国情结和生命价值。

第三，论述内容不同。

时代背景不同，决定了使命不同。 使命不同，论

述的内容也就不同。 毛泽东对方志敏的论述内容主

要集中在方志敏在建设革命根据地上所取得成绩的

评价和方志敏为建立新中国奋斗终身、 献出生命的

赞誉。 邓小平所担当的使命是结束“ 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路线，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他为《 方志敏文集》题写书名，表明他是非常重视方

志敏改变落后的旧中国， 建设美好新中国的向往和

决心。 江泽民所担当的使命是从“ 三个代表”出发，从

严治党，因此，江泽民论述方志敏的内容主要是要求

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方志敏“ 清贫”精神。

胡锦涛对方志敏论述的内容重点是提出纪念和学习

方志敏的四方面要求，其中有树立理想信念、理论联

系实际、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

本色和革命气节等。 习近平在不少会议讲话中多次

论述了方志敏， 内容包括了方志敏的清贫观、 爱国

观、生死观，以及理想信念、思想道德、人生价值和为

党和人民事业英勇献身的悲烈壮举， 并以此指出学

习和发扬方志敏精神，在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

目标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比较研究我们党历届主要领导人对方志敏的

论述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

民、胡锦涛、习近平对方志敏的论述，既有共同性，也

有不同性。 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是说明，方志敏

精神永放光芒，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夺取

政权时期还是建设国家时期，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

下，方志敏精神都具有重大意义。

(

作者刘国云系上饶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方志

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硕导。 吴晓东系上饶师范学

院政法学院原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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