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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发挥党校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重要
优势

党校在干部教育中历来把理论武装和党性教
育作为重点。党的历史是理论武装和党性教育最
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1942 年到 1945 年
初，毛泽东倡导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
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
延安整风运动，党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挥了彪
炳史册的作用。1978 年 5 月，中共中央党校内部
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以“本报
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当天新华
社全文转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一些中央
和地方的重要报纸，均相继转载。由此开启了具
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奏响了新时
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序曲。1998 年开展的以“讲学
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活动、2004 年开展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2008 年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近
年来，接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三严三实”“两学
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系列专题教育，党
校都很好地发挥了优势和作用。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
策。一要充分利用党校职能优势。树立马克思主义
历史观，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担负起为领导干部补
钙壮骨、立根固本的重要历史责任，把姓党的要求
贯穿党史学习教育的全过程。二要充分发挥党校
的人才优势。党的百年辉煌也成就了党校卓越的
人才优势，特别锻造出了一批忠诚党的干部教育
事业的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校教师
是我们党直接掌握的一支教师队伍，是我们党一
支不可多得的理论力量。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这支
重要力量一定能发挥重要作用。三要充分发挥党

校在党的思想理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独特优
势。长期以来，党校利用学科优势，特别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
建等优势学科建设方面，为坚持和巩固党对意识
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指导地位作出积极贡献。

二、充分发挥党校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重要
作用

党校的职能和优势，注定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党校能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发挥党校干部培训的主渠道作用，突出
党史学习教育在党校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把党
史学习教育作为党员干部学习培训主课程,把党
史作为“必修课”融入到党校教育的主业主课中，
把党史类课程学习教育贯穿干部教育培训全过
程。深入开展党史研究，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好”的历史必然和深刻内涵，教育引
导干部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通过讲准讲深讲
透党的百年辉煌历史，汇聚起奋斗“十四五”、奋
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二是发挥党校宣传思想的主阵地作用，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
述。党校作为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主阵地,是党的思想理
论建设的重要阵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特别是
党校要定好位”“一定要增强阵地意识”“阵地不
能丢”。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全党从党的非
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
改变世界的，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
力量，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
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特别是要结合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的进程，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
理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充
分认识党的历史就是始终坚持与人民同甘共苦
团结奋斗的历史，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
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学习党史为
重点，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从党史的学习中汲取思想的力量，汲取
信仰的力量，汲取道德的力量，汲取实践的力
量。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鼓
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通过党史
学习教育，引导全党从党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坚
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
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三是发挥党校教师理论宣讲的主力军作用，
讲好党的故事，传播党的声音。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党校教师要继续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努力打
造党史学习教育的精品课程，依托数字技术和融
媒体传播手段，生动体会党的奋斗历程；利用革
命旧址、遗迹、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等开展红色
研学访学；邀请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讲述红色
历史。积极开展互动交流、解疑释惑，把思想讲
透彻，把理论讲鲜活。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努力
展现“品德高尚、作风过硬、意识优良、工作敬业”
的党校教师形象，真正把党校建设成风清气正的
学府、锤炼党性的熔炉、资政育人的殿堂，做清清
爽爽、明明白白的党校人。

四是发挥党校党性锤炼的熔炉作用，加强党
校自身建设。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加强党校政治

建设结合起来。坚持党校姓党，以党的旗帜为旗
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严守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
忧党、在党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加强党
校学风建设结合起来。党校学风是党校校风最直
接的体现，是学员的求学、研学之风，教师的治
学、导学之风，校领导的督学、管学之风。把改
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致力于坚
定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宗旨观念,努力提
高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和精神境界。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各级党校要把党性教育作为教学的
主要内容，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
育，深入开展党史国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深入
开展道德品行教育、法治思维教育、反腐倡廉教
育，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
重要内容。”

五是发挥党校决策咨询的思想库作用，建设
高质量智库。党校是党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机构、重要智库。党史学习教育，要把学习党史同
总结经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
合起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及时反映重要思想
理论动态，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党校教师在党
史学习教育中既要做思想传播者、引导者，又要做
实践探索者、理论的研究者，努力推进党史教育科
研成果进课堂，对策建议报送党委政府，努力推动
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坚持决策咨询和凝聚共识双
向发力，组织教研人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
言献策，以丰富的高质量成果发挥政策储备库、

“思想智慧库”的功能，推动教学培训、党史研究与
决策咨询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作者系中共随州市委党校高级讲师）

一、在战斗中发展成为中原抗战的坚强堡垒
和指挥中心

1938 年 10 月，武汉三镇先后失陷。为了阻
止日军继续西进，党中央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
华中”的战略方针，在华中各地恢复重建地方党
的基层组织，开展小规模游击活动。在鄂中特委
和鄂中区党委的领导下，随州一带先后成立了中
共随县工作委员会（1938 年 8 月）、中共应山县委

（1939 年 1 月）、中共安（陆）随（县）工委（1939 年
11 月）等县级党组织，为李先念来到鄂中并创立
白兆山根据地打下了组织基础。

1939 年 1 月，党中央和中原局派李先念同志
带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 160多人, 从豫南
确山县竹沟镇出发，经鄂东转战到鄂中，将党领
导的分散的抗日游击队穿珠成串，汇聚成新四军
挺进团、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
队。

1939 年 7 月中旬,李先念所部进入了白兆山
麓的烟墩店。年底，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我大、小
悟山根据地，豫鄂挺进纵队反“围剿”战斗打得十
分艰苦。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电令：“大悟山
既不能守，当以不固守为宜”“应积极向大洪山随
南一带发展”。1940 年 6 月，纵队司令员李先念
率主力 1800余人，从安陆赵家棚出发向洛阳店挺
进，击溃土顽彭炳文部，迫使杨粥卿部缴械投降，
争取严叔端率部起义，歼灭了据守平坝的黑匪丁
巨川、谢占奎部，创建了白兆山根据地。随后，纵
队司令部、政治部及其直属单位——第一野战医
院、抗大十分校、兵工厂、被服厂、挺进报社编辑
部、印刷厂等，相继进驻九口堰一带。李先念坐
镇九口堰孙家大塆近三年时间，在这里指挥部队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先后在白兆山的大山头、坪
坝、刘店、圣场等重要战斗中给日伪军和国民党
顽固派以重大打击。当时，九口堰孙家大塆逐渐

发展成中原抗战的坚强堡垒，成为湖北乃至豫
南、湘赣北敌后游击战的指挥中心，是鄂豫边抗
日根据地的核心区之一。

李先念、陈少敏率部来到九口堰后，广泛实
行减租减息和农业低税制，掀起大生产运动，领
导军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深受老百姓拥护。
随县、应山及白兆山地区的老百姓也纷纷参加
新四军。1939年底安（陆）随（县）工委领导组建
的地方抗日武装安随大队，在两三个月的时间
内，便发展到了 300多人枪。在随县、应山、信阳
一带发展起来的第五战区第一游击纵队独立大
队发展到两个中队和一个分队。后来这些随州
籍老百姓组建的队伍集体加入豫鄂挺进纵队，
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
重新整编为 7 个师。豫鄂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
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下辖 3 个旅和
3 个地方游击纵队，共 15000 余人。1941 年 4 月
5日，李先念在九口堰通电就职。后来鉴于与军
部联系困难，中共中央同意第五师由中央军委
直接指挥。此后，第五师主要在中央军委的直
接指挥下转战武汉外围，直至抗日战争最后胜
利。

1942 年六七月间，国民党的各路军队持续
向白兆山根据地的中心区迫进。同时，日伪军
也不断对根据地中心区“扫荡”“蚕食”。我党公
开的地方武装与政权被迫撤出，战局异常艰苦，
李先念率主力转战到大、小悟山一带。1945年 4
月，李先念又率部重新收复了白兆山，直到几个
月后中原突围。李先念所部前后在白兆山战斗
了三年多时间。

新四军第五师按照党中央、中原局的指示，
以九口堰孙家大塆为堡垒，秉持坚持鄂中、打开
鄂东、开辟鄂豫皖、发展襄西襄南的战略方针，

最终解放了 9万多平方公里国土、1300多万人口，
部队发展到 5 万多人，沉重地打击了华中日军的
嚣张气焰，也为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进军中原提
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

二、九口堰的成功经验对党的建设的重要启
示

新四军第五师克服了敌伪顽三方的夹击、长
期孤悬敌后等诸多不利因素，在九口堰建立指挥
机关，领导新四军第五师发展成为七个师中人数
最多、发展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其成功的秘
诀就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建
党 100周年之际，铭记九口堰的建军历史，传承第
五师的红色基因更有其现实意义。

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九口堰的历史证明：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白兆山抗日根据地的
建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历史
还将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一百年的发展历程
中不断创造奇迹，我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
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
步。只有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才能在
更高水平上实现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
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才能进一步增强党的创
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提供根本的政治保证。

2. 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使党始终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九口堰的
历史证明，只有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
位置，通过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开展对党员的思想
建设，培养良好的党风，锻造一个数量与质量俱

佳、政治过硬、作风优良的党，才能实现党的使命
与任务。当今，要实现党在新时代的伟大使命与
任务，同样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继续推进新
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决清除一切损害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确保党不变质、不变
色、不变味，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
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
验、朝气蓬勃的执政党。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人民立场是中
国共产党的成功之本。九口堰的历史证明，只有
取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才能生存和发
展。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
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
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
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

4.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
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九口堰的历史证明，
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才能把新四军第五师铸造成了政治可靠、军纪严
明、能征善战的抗日正规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
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地区
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我们必须全面贯彻习近
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牢记
政治建军的根本要求，保持政治建军的特有优势，
牢牢抓住军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坚定
不移地沿着习近平开辟的政治建军之路阔步前
进。

（作者系中共随州市委党校高级讲师）投稿信箱：5925392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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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探讨·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发挥党校优势和作用
陈祥林

党校作为培训党员领导干部
的主渠道，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
阵地，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熔炉，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理应积极担
当、主动作为。充分发挥党校优
势和作用，当好学习教育的积极
参与者，做好学习教育的参谋者、
宣传者和推动者，在“围绕中心”
和“服务全局”上一定能作出更大
贡献。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铭记光辉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
刘之海

——李先念在九口堰的烽火岁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革
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
部伟大历史能够受到党的初心使
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
育。在随州革命史上，九口堰孙
家大塆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和
无数先烈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
迹，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