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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精神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
—— 27°黔地标读书会“我们的先贤·旷继勋”主题分享会撷英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中生、琴秋，请向党中央报
告，旷继勋是革命的……”旷继勋在
他生命最后一刻，给战友写下了这样
的遗言。旷继勋短暂的一生，用青春
和热血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谱写了一曲
壮丽的诗篇。

长达 3个多小时的分享会中，与
会者纷纷表示，旷继勋烈士的革命品
格是——忠诚。

“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
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我们在革命
和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开拓前进。”深
入学习旷继勋的革命事迹，思南县委
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昌福对其革命精神
有了极为深刻的理解。

“旷继勋戎马一生，为创建红六
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作出了巨大
贡献，为开拓洪湖、鄂豫皖和川陕革
命根据地，立下了不朽功勋，他的名
字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李昌
福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重温党史缅怀先贤旷继勋
烈士，学习他的光辉业绩、革命精
神，对于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弘
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对构建百姓富
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

“浩然正气，可歌可泣。”思南县
委党史研究室四级调研员何开飞在分
享中表示，纪念旷继勋烈士，就是要

学习他一往无前追求真理、坚持真
理，对党的事业、对共产主义理想忠
贞不渝的革命精神。

何开飞分享说，旷继勋早在少年
时，就有为在大雨中赶集的群众“人
人一个斗笠”的为民情怀。在与张国
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反对官僚主义
作风，为被迫害的同志申诉，被张国
焘以“左倾改组派”名义秘密杀害。
这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的革命情
操、为坚持真理敢于斗争、敢于牺牲
的大无畏献身精神。在大革命失败
后，中国共产党深受严峻考验，特别
是四川军阀年年征战，百姓苦不堪
言，旷继勋保护了许多党内同志，帮

助党组织度过了困难时期。为实现振
兴中华的伟大理想，旷继勋毅然从
戎，选择了一条艰苦曲折的救国救民
之道，并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
战士。

“不论是在大革命胜利发展时，
还是当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暂时处于
低潮的险恶环境中，他始终没有动摇
自己的革命意志，不畏艰难、百折不
挠地坚持斗争。”在何开飞看来，缅
怀旷继勋烈士，要学习他坚持真理、
敢于斗争，一切为了党的工作，坚定
不移跟党走的革命精神，从中汲取奋
进力量，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思南县历

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张进在参加工作时
开始接触旷继勋烈士事迹，当时《思
南文史资料》已刊载了多篇旷继勋的
资料。2010 年张进到红色文化研究
岗位工作，任党史研究室主任。在旷
继勋研究方面，张进走访旷继勋知情
人士，寻查旷氏家族线索，到四川蓬
溪考察旷继勋起义史实，收集大量资
料，撰写文章宣传旷继勋革命事迹。

“旷继勋的革命精神可以总结很多
条，感悟最深的是不忘初心、对党忠
诚、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
张进表示，旷继勋的革命精神就是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的鲜明体现，永远闪
耀着夺目的光彩。

忠诚担当 铁血战士

现场嘉宾

场外连线

唐菊（四川省遂宁市蓬溪旷继勋纪念馆
馆长）
旷远强（贵州省思南县大河坝镇桃子桠
村支部书记）

特邀主持

王进（哲学博士、贵州地方历史文化研
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贵州师范大
学教授）

传承本土文化，弘扬先烈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日前，由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学术指导，
中共思南县委宣传部、天眼新闻客户端文化频道、贵州日报报刊社 27°黔地标读书会联合主办的“我们
的先贤·旷继勋”主题分享会在思南举办。本次主题分享会为 27°黔地标读书会“我们的先贤”系列的
第七期，也是读书会走基层的第二站。

“撰写 《旷继勋传》 力求写得真
实一些，写得更接近历史一些。”在
分享会上，《旷继勋传》 作者李光达
谈及写作背后的故事时表示，党史既
是历史的也是现在的，要把握好历史
与现在的承续关系，做好历史的“现
在”研究。

真实性肯定是党史传记的灵魂。
在《旷继勋传》的写作过程中，李光
达对书中的材料都要认真地调查、研
究和核实。他的写作原则是：必须言
出有据。“传记文本文学性的把握，
总的目的是要让史实有血有肉，史情
并茂，融历史事实、文学性与学术性
于一炉”。李光达表示，当下应从党
史文本方法论、心理学、接受美学等

多角度对党史进行研究；要加强、重
视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那些优秀
共产党人的人格结构与养成对当下人
的影响，作深层的理论探讨与研究，
力争在理论建设与文学创作的层面出
一批真正能够起到“资政育人”作用
的有价值的成果。

“红色文化的基础是传统文化，
如果没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就不可能
形成中国特色的红色文化，所以在研
究红色文化的同时，一定要把传统文
化和民族文化置入其中。”旷继勋外
孙谭林分享了旷氏家风对自己的影
响。他说，自己从小被外婆带大，从
记事起，外婆就教育自己要“清清白
白做人，踏踏实实工作”，这种家风

是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形成的，也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续。谭林表
示，今年是建党百年，他和朋友计划
从成都出发，自驾沿着革命先烈的足
迹重走长征路，来思南缅怀外公旷继
勋就是其中一站。

“旷继勋的少年时代在思南县大
河坝桃子垭村庙塘湾生活，后来搬到
县城居住，是我们家乡的骄傲，我从
小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镇桃子
垭村支部书记旷远强分享说，旷继勋
生活的时代，社会混乱，人民生活朝
不保夕。旷继勋出身贫苦，上有两个
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和 3个妹妹，全
家靠懂中医的父亲旷广甫四处赶场摆
摊卖药、为人治病维持生计，母亲熊

氏在家操持家务农事，照顾 7 个孩
子，全家生活十分艰苦。

“良好家风促进了旷继勋革命思
想的萌芽。”旷远强说，旷广甫治家
有道，夫妻相处和睦，教育子女要勤
劳简朴、团结友爱，也时常免费为村
里老人看病。正是在这样的良好家风
熏陶下，旷继勋从小养成了勤劳勇
敢、尊老爱幼的良好品德。在家，他
孝顺父母，爱护弟妹，陪父亲采药卖
药；在外，他乐于助人，从不欺负弱
小，最爱替人打抱不平。年少的旷继
勋从最开始要给穷人买斗笠，到思考

“劳动人民为什么连一顶斗笠都买不
起”“社会为什么这样不平等”等社
会问题。父亲的言传身教，促使了旷

继勋革命思想的萌芽。
“旷继勋革命的一生虽然短暂，

却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旷
远强说，他从小听着旷继勋的故事
长 大 ， 也 要 把 故 事 讲 给 下 一 代 人
听，每逢“七一”、国庆等重大节
日 ， 全 镇 各 村 和 学 校 都 会 组 织 党
员、学生，到旷继勋烈士故居缅怀
英烈，聆听烈士英勇事迹，感悟革
命情怀。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村里
还通过开展感恩教育活动，在群众
会、“院坝会”和春晖人士座谈会上
再讲旷继勋故事，宣传党的“四个
好”政策，传递正能量，凝聚好声
音，教育群众知党恩、感党恩，取
得了良好反响。

缅怀先烈 汲取力量

旷继勋在思南出生、成长，乌江
文化对他究竟有什么影响？在当下，
又要如何宣传好旷继勋的革命事迹？

省管专家田永红从事乌江文化资
料搜集、整理、研究和文学创作 30
余年，对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在乌江
的活动，旷继勋在思南的革命生涯等
有着深入的研究。

“旷继勋生于贫困，长于贫困，
从小立志改变不公道的社会，使普天
下劳动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田永
红认为，思南是川盐入黔的集散地，
是巴蜀文化影响较深的地方，旷继勋
受此文化熏陶。不仅如此，父亲的善
举使他懂得善良，强权草菅人命的举
动使他痛下决心改变这不平的世道。
在革命生涯中，他崇高真挚的理想信
念、永不停步的探索精神，都源于这
些认知。“旷继勋身上体现出来的中
国共产党人的品德和风范，既是历史
的，也是时代的。”田永红说，在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
学习传承旷继勋的革命精神，获得启
发、汲取力量，传承好老一辈留下的
宝贵精神财富，砥砺奋进、接续奋
斗。作为思南人，应当通过文学艺术
的形式，宣传好、传承好、学习好这
个精神，使之成为思南文化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

分享会上，思南县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主任胡永芳对旷继勋烈士故居进
行介绍。旷继勋烈士故居于 1997 年
恢复并对外开放，是贵州省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贵州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全民国防教育基地，2006
年 5月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09年 5月被列为全国第二
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单位。她表
示，为了更好地传承旷继勋的革命精
神，未来，思南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将利用古城改造契机，修建旷继勋纪
念馆，故居则进行复原陈展，不遗余

力挖掘保护好旷继勋历史文物遗迹。
“用心讲解是我的工作，努力向

观众传播革命先烈的精神力量是我义
不容辞的责任。”对旷继勋烈士故居
陈列馆讲解员苏达莉来说，旷继勋烈
士是她做讲解员以来接触的第一个红
色人物，多年来，她始终将“要把旷
继勋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作为奋斗
目标。

在一次次讲解中，苏达莉对旷继
勋的革命精神学深悟透，从讲述没有
感染力到受到观众欢迎，她深刻感受
到作为讲解员的自豪。在她看来，讲
好党史故事，不仅要求讲解员要不断
丰富自己的知识，积累经验，以文物
为载体，以讲解为形式，把故事讲给
更多的观众，还要在此过程中感染并
激发观众内心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
心，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历史，感受
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蓬溪旷继勋纪念馆馆长唐菊以线

上分享的方式参与读书会。位于四川
省遂宁市的蓬溪旷继勋纪念馆以“一
腔热血写忠诚”为主题，讲述旷继勋
离乡从戎，以身许党等革命事迹。通
过情景模拟方式，将旷继勋蓬溪起义
战斗场景真实再现，详细展示了旷继
勋辉煌的人生轨迹，展出了大量旷继
勋烈士相关史料及书籍 120本、实物
及文物 162件。

如何传承旷继勋的革命精神，促
进蓬溪与思南的交流合作？唐菊表
示，两地应该通过加强工作联系，大
力推进跨地区、跨部门、跨展馆等合
作；不断推进两地间深入调研、探讨
模式，搭建沟通桥梁，加强资源整合
和信息共享；通过信息开放、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等手段，建设形式多样
的红色文化信息服务平台，为社会公
众提供多层次、全方位、跨区域的红
色文化信息服务，增强红色文化、旷
继勋的革命精神的传播力度；充分挖

掘旷继勋烈士的史实资料，在新时代
的背景下不断促进两地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的能力，为开展革命传统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提
供阵地；发展旅游互惠，提升两地红
色旅游服务质量，在传承红色文化的
重要阵地上，探索开展跨地区的资
源、制度的融合应用，重视强化讲解
员队伍建设；中小学、高校可以建立
长期合作关系，定期开展“研学旅
游”主题教育。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回顾历史是为了更
好地展望未来、建设未来。”哲学博
士、贵州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学
术委员会秘书长、贵州师范大学教
授王进说，缅怀先贤、革命烈士旷
继勋，让我们不仅看到了历史与现
实和未来的接连继续，还使我们对
先贤用自己的生命所开启的未来充
满信心。

立足当下 弘扬精神

旷继勋简介

旷继勋 （1897-1933），“100 位为新
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之一。生于贵州省思南县。1926 年底加
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 6月在遂宁、蓬溪
率川军混成旅 4000 多官兵起义。1929 年
冬由上海到湖北江陵、当阳等地开展兵运
工作。1930年 1月在湖北监利县担任红六
军军长，后率部与贺龙、周逸群率领的红
四军合编为红二军团，仍任红六军军长。
1930 年 11 月由上海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
地担任红一军军长，1931年 1月合编后担
任红四军长，5月任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
会副主席， 7 月被张国焘降为十三师师
长。不久，到皖西开展基层工作， 1931
年 10 月在湖北麻阜组建红二十五军并任
军长，1932 年 12 月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
员会主席。先后直接参与和领导了鄂豫皖
革命根据地第一、二次反“围剿”战斗。
由于他与曾中生等同志坚决抵制张国焘的
错误路线，1933年 6月被张国焘秘密杀害
于通江县洪口场，年仅 36岁。

本版图文由中共贵州省委
党史研究室学术指导

李昌福（思南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何开飞（思南县委党史研究室四级调研员）

张进（思南县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

胡永芳（思南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田永红（省管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李光达（《旷继勋传》作者）

谭林（旷继勋外孙）

苏达莉（旷继勋烈士故居陈列馆讲解员）

旷继勋烈士故居陈列。

旷继勋烈士故居

游客参观四川省遂宁市蓬溪旷继勋纪念馆。

李光达著《旷继勋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