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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已逝， 精神永存。 浙江南部小城苍南， 每

到寒暑假或清明时节， 一批批中小学生及各界人士

都会来到 “铁军将才” 朱程烈士故居， 缅怀先烈、

重温历史、 牢记使命。

朱程， 1910 年生， 1929 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

6 期 ， 1930 年在国民党军德州教导队任见习教官

时， 因参与反对蒋介石的活动被捕入狱。 1931 年

出狱后， 朱程回平阳， 受共产党人影响， 接受革命

思想。 后在津浦铁路警察行政督察总署和护路大队

任中队长时， 曾秘密协助浙南中共组织和红军游击

队建立联络点， 筹措枪支弹药。 1934 年， 朱程赴

日本入东京铁道学院学习。 1937 年 5 月， 离毕业

还有两个月， 为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他毅然回国，

到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任教官。

全国抗战爆发后， 朱程先后任河北民军第 10、

11 大队大队长， 第 11、 4 团团长。 民军成员不少

是来自平津和各地热情抗战的青年学生和农民。 为

把民军造就为真正的抗日武装， 他常对全团干部战

士说： “民军为人民， 驱逐日寇出国土， 抗日救亡

是民军的宗旨。 谁消极和反对抗日， 就和谁决裂。”

在 11 团任团长时， 朱程积极支持中共派出担

任该团政治部主任的闻允志建立秘密党支部， 该团

的政治工作干部多数是共产党员。 因此， 11 团名

义是河北民军， 实际上是由我党掌握的一支抗日武

装， 活动于敌后的林县、 汤阴、 淇县、 安阳一带，

在朱程指挥下， 攻打过鹤壁集、 高村桥伪据点， 还

破坏过敌人的交通命脉平汉铁路， 对于敌占区的群

众起到了鼓舞作用。

为坚持团结抗战， 他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张荫

梧进行坚决斗争。 1939 年 6 月， 朱程率第 4 团脱

离河北民军 ，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 ， 建立华北

抗日民军 ， 任司令员 。 同年 9 月 ， 朱程加入中国

共产党， 后指挥部队取得狮山伏击战等战斗的胜利。 1940 年

2 月， 朱程任八路军第 2 纵队民军 1 旅旅长， 随纵队东进冀鲁

豫边区， 先后兼任冀鲁豫军区第 1、 5 分区司令员， 指挥部队

参加多次反 “扫荡” 作战， 屡屡获胜， 开辟和坚持了以内黄、

曹县为中心的沙区抗日根据地。

1943 年 9 月 28 日， 在山东曹县西南地区王厂反 “扫荡”

作战中， 为掩护主力突围， 他亲率百余人顽强抗击敌人， 在激

战中英勇牺牲 。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悼念文章中说 ：

“朱程同志牺牲， 我中华民族失一将才， 边区部队失却了一个

良好的指挥员， 我党损失了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坐落于苍南县矾山镇内山村的朱程故居内， 陈列着与烈士

有关的图片、 遗物、 文献、 书信、 挽联等， 其中有朱德、 彭德

怀给朱程将军的亲笔信， 有 《冀鲁豫日报》 《战友报》 等对朱

程军事指挥才能的报道， 以及烈士其他遗物。

新华社记者 王俊禄 （据新华社杭州 2 月 16 日电）

习主席勉励我们坚守初心
“看了这部片子，就能找到‘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的密钥。”几个月过去了，参与筹备

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的军队党建专家刘星

星，对历史文献片《回望延安》依然记忆犹新。

2018年8月， 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在北

京召开，会上专门播放了这部由习主席亲自批

准摄制的文献片，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

“习主席2015年视察陕西时强调指出，全

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 ”

刘星星告诉记者，延安时期我们党十分注重加

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立下了一批行之有效

的制度规矩，对今天依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一切向前走， 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

得再远、 走到再光辉的未来， 也不能忘记走

过的过去。” 在延安的窑洞前、 在西柏坡的小

院里、 在井冈山的八角楼上、 在南湖的红船

上……习主席一次次带领全党全军重温艰辛

革命历程，反复叮嘱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党

和军队的好传统渐渐回归，军队党的领导和党

的建设进一步加强。

“入党誓词字数不多，记
住并不难，难的是终身坚守”

上海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一年之中， 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四支队三大

队十中队战士徐鹏昊多次来到这里， 为各地

参观者义务讲解。

“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主席就带领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来到这里寻找共产党人

的初心。”作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义务讲

解员，徐鹏昊熟知这座小房子的历史，经常解

答参观者不同角度的提问。习主席的到来，让

他对自己的这份义务工作感到更加光荣。

徐鹏昊的动力来自习主席参观时讲的那

句话 ：“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

‘产床’，这个比喻很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们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

这次参观中，习主席多次讲到“初心”二字。

面对悬挂在墙面上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他带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重温入党誓词。

“正如习主席所说，入党誓词字数不多，

记住并不难，难的是终身坚守。 ”距离上海数

千公里外， 武警麻栗坡中队四级警士长李国

新和战友们一起收看了当天的新闻， 习主席

的话激起了他的强烈共鸣。

“我在麻栗坡已经15年，站了超过两万小

时的岗哨。两万小时，虽说只是一个简单的数

字，却浓缩了我入伍15年的青春。”李国新说，

身处边境一线的艰苦孤独环境，15年间他也

曾有过犹豫和动摇，但每当走上边防线，自己就找

到了参军入伍的初心。

牢记初心，才不会迷失方向。 2018年“七一”，

党的十九大代表、第83集团军某旅“大功三连”指

导员王金龙将全连党员们召集到一起， 又一次重

温入党誓词。在他看来，当前一些党员暴露出这样

那样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忘掉了初心，失去了理

想信念和信仰的支撑， 习主席带领全党全军重拾

初心，就是要解决根子上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党全军始终扭住坚定党

员干部理想信念这个铸魂工程， 先后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整顿、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2018年，全军深入开展“传

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中央军委

专门印发《传承红色基因实施纲要》，指导各级把

红色基因注入血脉。

“习主席在一大会址说，唯有不忘初心，方可

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

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王金龙感慨地告诉记者，

“我们连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先后两次更换新装

备，编制调整、临机战备拉动、部队移防等大项

任务不断，次次圆满完成任务，得益于铸魂工程

奠定的基础。 ”

“全军要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

“70多年前，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

礼堂召开， 集中概括了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

优良作风，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密切联系群

众’。 2015年延安之行，习主席专程来到杨家岭

七大会址。 ”这几年，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员康

小怀经常在杨家岭为学员们进行现场授课。

去年底，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研究生一大队

的学员们来到这里开展现地教学。 第一次来到

黄土高原的学员们对山坡上的窑洞很好奇。 康

小怀告诉大家，杨家岭的小山坡上，是毛泽东等

领导人居住过的简陋窑洞， 习主席非常关心这

些窑洞的保护。 听讲解员说山上的旧窑洞这些

年都进行了翻修时，习主席欣慰地点了点头。

“这些窑洞十分简陋，跟国民党抗战时在重庆

的高级公寓、别墅没法比，但却是党的领导人与人

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动写照。”走进窑洞，康

小怀指着屋内简单的陈设说。

时任陕西省军区政委的武玉德记得， 习主席

结束延安之行后来到西安， 接见了驻西安部队正

师职以上领导干部和副师级单位主官。 武玉德回

忆，习主席着重谈到了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要求大家带头维护军政军民团结， 牢记我军根本

宗旨，严守群众纪律，自觉拥政爱民。

“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

人民。”陕西省军区多次组织官兵到延安参观革命

圣地、瞻仰张思德纪念碑，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每

次去官兵都很受触动。 武玉德告诉记者：“毛主席

当年参加张思德的追悼会，发表了《为人民服务》

的演讲，生动诠释了我党我军的根本宗旨。习主席

也曾饱含深情地谈到了张思德等楷模， 赞扬他们

有一颗金子般发光的心。 ”

“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永远是我们战胜

一切艰难险阻 、 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

宝。”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

个人表彰大会上，习主席这样勉励与会代表。

“全军要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牢记为人民扛

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保卫人民和平劳

动和生活。 ”庆祝建军90周年大会上，习主席这样

叮嘱全军官兵。

爱我人民爱我军。这些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加和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建设，

勇于承担急难险重任务， 以实际行动为人民造福兴

利。 抗震救灾、抗洪抢险、海外撤侨……子弟兵冲锋

在前、义无反顾，诠释着人民军队的如磐初心。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全面从严是习主席治党治军的鲜明特

点。” 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 刘星星现场聆

听了习主席重要讲话，感触很深，“习主席对军队

有些党员领导干部腐化堕落十分痛心， 强调要以

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和韧劲，坚持严字当头、全面从

严、一严到底，深入推进我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从这些话语中，既能感受到习主席强烈的

忧患意识，又觉得振奋人心。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反复强调全面从严治

党。 ”刘星星印象最深的是习主席在西柏坡的讲话。

2013年7月11日下午，习主席结束在河北正定

的调研后专程来到了西柏坡。纪念馆内，一块展板

上写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作出六条规定：

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 ；

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

列斯平列。 ”

习主席在这块展板前站了很久， 一条一条对

照：“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

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

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

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

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 毛泽东同志说是

“进京赶考”。习主席也反复提到“赶考”一词，饱含

忧患地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

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

的‘赶考’远未结束。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和中央军委从舌尖上

的浪费、车轮上的腐败、福利上的猫腻这样的“小

事”抓起，打虎拍蝇、惩贪反腐，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与此同时， 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也在不断完善。

2016年初，军委纪委、军委政法委、军委审计署出现

在了新调整组建的军委机关部门序列中；2018年

初，新修订的《中央军委巡视工作条例》印发。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倡廉建设永远在路

上，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从延安到西柏

坡，从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到中央军委党的建设

会议，从今天向未来，习主席带领我们感悟初心、继

续“赶考”，在强国强军征途上书写新的时代答卷。

新华社记者 樊永强 解放军报记者 余金虎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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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脱贫攻坚 奋力后发赶超
———贵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两会重要讲话精神纪实

扶贫开发工作抓紧抓紧再抓紧 、做实

做实再做实 ；要创新发展思路 ，发挥后发

优势 ； 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

益……2014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

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对

贵州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 近年来，贵州将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化为脱贫攻坚、 后发

赶超的方向和动力， 坚决守好发展和生态两

条底线，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 一条

有别于东部、 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

路正在形成。

“总书记的话我一直记在心上”

2月2日，离除夕仅有2天，贵州省贵安新

区高峰镇麻郎村村支书刘乔英的工作丝毫没

有轻松下来。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带领村支部

的班子成员，在鱼鸭塘边放水捞鱼。

“这是村里的脱贫攻坚示范项目，有５户

贫困户参加，得盯紧了。”刘乔英说，村里的养

殖合作社流转10亩水田建起了鱼鸭塘，2600

只鸭子已陆续售出，净利润2万多元。剩下的1

万多尾鱼，要在春节期间集中上市。

捞鱼间隙， 刘乔英给贫困户陈龙江打起

电话：“龙江，隔壁的平坝樱花园年后要招工，

你想不想去当保安，保底工资1800元。 ”放下

电话， 她告诉记者：“脱贫工作就是要按人头

点，必须搞精准。 ”

刘乔英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2014年3

月7日，她见到了前来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的

习近平总书记。“总书记说要真正使贫困地区

群众不断得到真实惠。”刘乔英告诉记者，“总

书记的话我一直记在心上， 回来后怎么抓扶

贫，有了方向和目标。 ”

正是这一年，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设立，

麻郎村被纳入其中。抓住机遇，刘乔英带领村

民从务农向务工转变。 对接企业寻找用工需

求， 联系劳动部门举行技能培训……几年下

来，全村300多个劳动力，超过一半就近到企

业上班。

如今，这个传统的布依族村寨迎来了“蝶

变重生”。2014年，全村286户村民中71户是贫

困户，年人均纯收入4100元。 2018年，村民人

均纯收入提高到了1.3万元。

贵州曾长期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

份。 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的脱贫攻坚工作始

终十分关心。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 贵州将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

民生工程，全力打赢打好这场硬仗。

春节前后同样忙碌的，还有毕节市织金县

大寨村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苗族“绣娘”蔡

群。利用农闲时节，她把村里的妇女组织起来，

讲解目前市面畅销的刺绣、蜡染图案。

她说， 自己一直牢记习总书记在贵州代

表团审议时对脱贫攻坚的重要指示， 通过技

能培训、对接市场等方式，带动当地上千人从

事传统手工艺。

蔡群的技能培训，正是贵州脱贫攻坚“冬

季充电”的一个体现。 去年冬季以来，贵州利

用遍布农村的脱贫攻坚讲习所， 为农民带去

实用的种植和养殖技术。

一年到头，全省脱贫攻坚工作精准开展、

无缝对接。“春风行动”，1400万亩蔬菜种植等

产业大举推开；“夏季攻势”，深入开展“贫困

人口错评漏评” 等专项治理；“秋季喜算丰收

账”，加强督察考核。

脱贫攻坚“四季歌”，唱出贫困地区“幸福

歌”。 2018年，贵州减少贫困人口148万人，贫

困发生率下降到4.3%，14个贫困县成功脱贫

摘帽。

新发展理念生根开花

春节假期， 贵州兴义市布谷鸟民族文化

风情园内年味十足、游客如织。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风情园负责人王菁当起了兼职导游，

为游客介绍布依族传统服饰。

王菁说， 这几年企业将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 建设的风情园不仅成为当地旅游热门

景点，还吸纳了100多人就业，“搭上了贵州发

展新兴产业的快车”。

创新发展思路，发挥后发优势。这是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对贵

州的期望。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赴贵州

调研，强调面对信息化潮流，只有积极抢占制

高点，才能赢得发展先机。

两次都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贵州朗玛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伟告诉记

者，自己的创业热情被极大激发，加速进入

大数据“蓝海”。这几年，企业探索互联网医

疗新业态，正帮助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

民生“痛点”。

大数据、 旅游业是贵州发展新兴产业

的着力点。 近年来，贵州落实新发展理念，

坚持产业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使旧动

能焕发生机、新动能加快形成。加快酒、煤、

电等转型升级， 在结构调整中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推进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同

时，着力推进新医药大健康、现代山地高效

农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2018年，贵州地区

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1%， 连续8年位居

全国前列。

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近日，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县新群村，漫

山遍野的橘子迎来了收获季节。 种植大户

张国英和村民一起， 将红彤彤的橘子装箱

上车， 发往县城。 2000多亩果林蔓延在山

间，山上果园、山下花园，冬季的新群村依

然生机盎然。

张国英不无骄傲地告诉记者：“你绝对想

不到，以前这里生态恶化，土都快保不住了。 ”

新群村是黔东北典型的喀斯特山区。

村民为了生计， 在山坡上的石旮旯里开荒

种地，一到下雨天，水土流失严重。2000年，

张国英开始种植果树，“当时就想保生态、

有收入”。

2014年，已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张

国英来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 向习近平总书

记汇报了村里的情况。她说，总书记“绿水青山

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保护生态环境就

是保护生产力”的谆谆嘱托，自己仍记忆犹新。

2017年10月19日，在党的十九大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贵州省代表团讨论。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贵州要守好

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开创百姓富、生态美

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张国英把总书记的要求化为自觉的实

践。 她帮助村民选树种，免费送果树苗，手

把手教种植和养护。 村里的山头逐渐绿起

来，村民的腰包慢慢鼓起来。 2018年，全村

434户村民中，380户种植果树。村民人均收

入达9216元，森林覆盖率达到61.2%。

张国英说：“有了好生态，才有好未来。

如果有机会再见到总书记， 我一定请他来

看看村里的新面貌。 ”

新群村是铜仁市生态保护和建设的一

个缩影。2018年，铜仁市梵净山被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铜仁市委

书记陈昌旭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绿水

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落实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 铜仁市不仅出台了梵净山保

护条例，还实施了绿城、绿道、绿水、绿村、

绿园、绿景‘六绿’攻坚工程。 ”

如今，绿色已成为贵州靓丽的名片。随

着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建设， 贵州森林

覆盖率已提高到57%， 中心城市和县级城

市空气质量指数优良天数平均比例分别为

97.2%和97.7%。

新华社记者 李银 胡星 骆飞
（新华社贵阳2月16日电）

强军思想引领新征程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外景。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贵州省贵

安新区高峰镇

麻郎村新貌（2

月 2 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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