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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2月底，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和朱
德的指挥下，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国
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被红军俘虏。在这场战争
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就是中国工农红军著名将领、红
四军军长王良将军。

王良1905年出生于綦江永城镇，1926年夏考
入黄埔军校，1932年3月升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
6月13日遭敌匪袭击，壮烈牺牲，年仅27岁。

两个连打退四个团
取得黄洋界保卫战胜利

“上井冈驰骋闽赣红四军骁将英勇善战，战黄洋
克敌龙冈好干部王良屡建功绩。”綦江区永城镇王良
故居门前，有这样一副对联。

“‘英勇善战，屡建功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王良
短暂一生的高度评价。”10月22日，市委党史研究
室宣教处处长刘华说。

1927年 7月，王良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加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参加了毛泽东领
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

1928年4月下旬的井冈山会师后，王良担任了
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一营一连连长。不久，他就
率部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8月下旬，毛泽东、朱德
率主力红军下山，湘赣敌军以4个团的兵力乘虚进
犯井冈山，妄图摧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时，留守
井冈山的红军只有两个连。

刘华介绍，为保卫井冈山、扼守黄洋界，王良发
动军民在阵地前修筑了五道工事。8月30日8时
许，敌人开始发起进攻。第一次进攻失败后，敌人又
组织了两次冲锋，同样失败。下午，敌人再次发起进
攻。

面对敌人的轮番进攻，一门迫击炮被紧急调来
前沿阵地助战。随着炮声轰鸣，王良一声令下，红军
阵地上吹响冲锋号，隐蔽在各个山头后面的赤卫队
员和一连的指战员一起呐喊，顿时杀声震天。与此

同时，猛烈的射击声和煤油筒里的鞭炮声也交织响
了起来。敌人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了，仓皇逃跑。

“红军以两个连的兵力，打退了四个团的敌人进
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刘华称，这一胜
利，粉碎了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二次“会
剿”，保卫了红色根据地。

毛泽东在率领红军大部队回师井冈山途中，听
闻这一消息，欣然提笔写下《西江月·井冈山》，歌颂
井冈山人民武装斗争的胜利。

因战功卓著
曾受到毛泽东嘉奖

1930年6月，红四军在长汀整编，成立红一军
团，下辖三、四、十二军，王良升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
令员（1929 年底已升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一支队
长）。不久，第一纵队改编为第十师，王良任师长。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七个师约十万兵力，

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发动了对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王良坚决
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率红十
师东渡赣江，退守革命根据地，待机歼敌。

12月30日，红十师作为参战主力部队，奉命攻
击龙冈西北之敌。王良指挥所部迂回至敌人侧后
方，配合兄弟部队发起猛攻，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
师部和两个旅，俘敌9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9000
余支，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刘华介绍，俘虏中就有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
毛泽东还为此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

剿”》，高度赞扬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战员。为表彰王
良和第十师的卓著功绩，毛泽东和朱德决定，把缴获
的张辉瓒的怀表、钢笔嘉奖给王良。

王良接过战利品，激动地说：“我要带着它，到中
国革命最后胜利。”后来，他带着怀表和钢笔参加第
二次、第三次反“围剿”，走南闯北，驰骋沙场、屡建奇
功。

牺牲时年仅27岁
怀表等战利品珍藏在军博

1932年3月，中央红军编制调整，王良升任红
一军团第四军军长，罗瑞卿为政委。同年6月13
日，红四军在东征福建后向赣南根据地回撤途中，到
达福建武平县大禾圩。当地反动民团武装兰启观部
凭借多年经营的土围子，顽固阻击红军前进。王良
接到前锋部队受阻的报告后，心中十分焦急。

正当他和罗瑞卿等人商量歼敌计划时，突然从
土围子里射出一排密集的子弹，打中了王良的头部。

牺牲前，这位骁勇善战的将军从口袋里掏出怀
表和钢笔对罗瑞卿说：“这表和钢笔留给你，你替我
把它带到胜利……”

1932年6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江西会昌县永
隆镇主持召开王良追悼会，称赞“王良是一个好干
部”。

在追悼会上，罗瑞卿沉痛地说：“王良同志，我们
一定要给你报仇！打倒反动派！”新中国成立后，罗
瑞卿将王良的遗物上交党中央。记录着烈士光辉一
生的怀表和钢笔，如今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

“新时代呼唤新业绩。”刘华表示，新时代的党员
干部应该从王良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学习他“英勇善
战，屡建功绩”的担当和气魄，知重负重、狠抓真干，
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成就新业
绩。

王良:屡建奇功传千古
本报记者 赵迎昭 通讯员 余敬春 左涛

“重庆日报上登的‘讲红色故事、讲革命精神（以
下简称‘两讲’）’全媒体报道我是每期都看，很受教
育。”10月24日，酉阳南腰界镇中心小学语文老师
何立双告诉本报记者，23日他才接了一单“大业
务”。

这位39岁的老师口中的“业务”，是那天在中国
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为80余名观众提供了志
愿讲解，观众是前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主题教育6月启动以来，何立双已为50多
个来自酉阳、贵州沿河等地的团队提供了义务讲解。

“每次讲解，我内心都会受到触动。”何立双称，
他十分关注本报正在推出的“两讲”报道，“江竹筠等

共产党员对信仰的忠诚让我受到震撼。”
在红军精神和江竹筠等革命先烈事迹的感召

下，何立双计划年底前向学校递交入党申请书，“成
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是我现在最大的梦想”。

“每一次看这些故事，感受都不一样。”川陕苏区
城口纪念馆副馆长张茹2011年入党，2012年毕业
于重庆文理学院音乐学专业，2015年进入该馆工
作。对她而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热爱红
色文化传播这一事业，并让“红色文化进课堂”活动
走进更多中小学。她说，红军精神带给她的感动，她
要传递给更多人。

“我曾到赵世炎故居瞻仰，这次在‘两讲’报道中

再读赵世炎的事迹，对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印象更
深，感触更多。”23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綦江区
石壕镇镇长杨文武刚开完以“红魂小镇”建设为主题
的专题会，他介绍，石壕镇将加强对红一军团司令部
旧址、红军洞、红军桥的管理和修缮，挖掘利用展示
红军资源，吸引更多游客前来瞻仰中央红军途经石
壕镇的史迹。

南川区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中心主任李俊
也在关注“两讲”。他说，该中心将坚持把党和政府
为退役军人制定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此外，该中
心还将利用好区烈士陵园，讲好革命先烈的事迹故
事，传承红色基因。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革新社区居民王雪有着
34年党龄，9月20日曾在社区组织下参观白公馆、
渣滓洞等红色景点。她说，江竹筠、王朴等红岩英烈
在敌人威逼利诱下仍“咬定青山不放松”，体现了共
产党员的钢铁意志，这种对党忠诚的精神值得新时
代每一位共产党员学习和传承。

“重庆日报‘两讲’报道我每期都看”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区县委书记说

南川把脱贫攻坚作为主题教育
的重要载体，在脱贫攻坚主战场践
行初心使命，用老百姓的获得感、满
意度来检验主题教育“含金量”。

我们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底
线任务，实行了周调度、月通报，
压实党政领导责任、纪委监委监
督责任、区级部门属事主管责任、
镇街属地主体责任等，通过培育
特色产业、推行配股分红、扶持就

业创业等“三条渠道”强化利益联
结，落实“一人一案”控辍保学，建
立基本医保、医疗救助、大病保险

“三道防线”防止因病致贫返贫，
采取易地扶贫搬迁、修缮加固、拆
除重建等“多措并举”保障住有所
居，把主题教育激发出来的热情
转化为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的实
际行动，确保如期高质量打赢脱
贫攻坚战。

南川区委书记丁中平：

主 题 教 育 大 家 谈
（第15期）

基层书记说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坚
持把学习教育带到一线、调查研
究深入一线，通过实地调查，我们
共收集到关于产业发展、民生改
善、作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115
个，现已整改完成68个。

针对广坪、万银、蒲板等村的
产业空虚问题，我们组织发展了红
色辣椒5000亩、橙色水果1万亩、

金色烤烟 4000 亩、绿色蔬菜 2 万
亩、青色笋竹1万亩，努力帮助农户
把腰包鼓起来。此外，针对村民反
映的人居环境问题，我们已在各村
口、路口、河口以及群众家门口集
中开展环境整治213次，在黄渡、杨
家等村规划修建卫生厕所580个，
让群众生活好起来、美起来，加快
建设“古韵新城·绿美凤山”。

武隆区凤山街道党工委书记蔡禹：

群众说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社区党
员干部常常亲自上门与我们交
流谈心，收集老百姓的意见和建
议，社区居民代表还应邀参加会
议，帮助社区干部查问题、找差
距。

最近，我深切感受到柏华社
区环境的巨大改变。以我居住的

小区为例，不仅老旧脱漆的健身
器材焕然一新，社区还联系物管，
帮我们修补了小区破损的路面，
换了坏的路灯，并为大家添置了
六套新的座椅，供居民休闲。如
今社区环境整洁卫生，居民文娱
生活丰富多彩，社区干部们一心
为民的情怀让我感动。

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柏华社区居民吴科侠：

高校书记说

我们学校 70%的生源来自渝
东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和三峡库
区，因此学校在助力脱贫攻坚、教
育均衡发展中负有特殊使命。

我们坚定“治学促乡”传统和
“举师范旗、走应用路、创区域特
色”的办学思路，大力推进“新师
范”建设，学校与 14 个区县教委、
20 所优质中小学、60 所薄弱学校
协同打造“教师教育共同体”，从

“新需求、新标准、新技术、新形
态”四个维度探索新时代师范生
培养模式。

近 3 年，学校有 9584 名毕业
生在渝东南地区和三峡库区就
业，成为区域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教育发展的生力军，这更加坚
定了我们担起振导渝东南地区和
三峡库区教育发展的初心和使
命。

长江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黄大勇：

责编 陈龙华 美编 何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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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 （綦江区委宣传部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0月 21日晚，四川
美术学院院长庞茂琨把思政课堂搬到该校美术馆
一号展厅，以“新中国七十年来中国美术作品成就
暨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赏析”为主题，为该校
200名师生讲授了一堂深入浅出、绘声绘色的艺术
思政课。

“同学们，全国美展与新中国的历史几乎同行，第
一届举办于1949年。此后大致每5年一届，挑选出
的作品铭刻了时代的风貌和精神气质。”庞茂琨首先
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美术界在改革开放前后
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介绍了重庆美术界《蒲公英》
《父亲》等代表作。随后，庞茂琨带领师生们走进一号
展厅，对《城市梦》《可可西里的红灯》《幸福的歌》等进
京作品、提名作品进行了逐个讲解。

“大家看，《果蔬欢·百姓乐》以超市购物为切入
点，描绘出市民丰衣足食的满足感，具有强烈的时代
气息；《知识的力量》描绘的是一个书架，《资治通鉴》
《三国演义》等上百本书籍，反映出一个家庭在看什
么书，以小见大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庞
茂琨深入浅出地剖析了这些优秀油画作品的主题
性。

从专业技法上，庞茂琨也为大家作了解析。比
如，描绘黄土高坡农村生活图景的《一声呐喊》，采用
中国的写意手法，线条粗犷，色彩饱满；描绘青海藏区
女性的《吉祥祖国》，整个画面大气深沉，刻画细微，体
现出一种人性的崇高与力量……

对川美学生孙娅的进京作品《希声鸣奏曲》，庞茂
琨作了特别的解说。这幅作品，孙娅从身边人入手，
刻画了自己的妈妈为了挣钱给女儿缴学费，晚上熬夜
作手工活的场景。“关注现实，笔法细腻，真实动人。”

庞茂琨表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
时代的风貌，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作为美术创作的
重镇，川美师生应接力前行。

一个多小时的课程很快结束。师生们感到收获
颇丰，“用艺术的视角和审美的眼光，去发现普通生活
中的美，并用艺术语言去阐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

中国力量。”该校油画系研究生艾静娴说，这些油画主
题鲜明、气象万千，值得用心揣摩和体会。

据了解，四川美术学院近年来建立了学校领导带
头上思政课的长效机制，院长庞茂琨一直坚持上专题
思政课，用“思政+艺术”的教学方式达到良好的育人
效果。

把思政课堂搬到全国美展油画展现场
——庞茂琨为200余名师生上艺术思政课

庞茂琨结合全国美展油画作品为师生上艺术思政课。 （四川美术学院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实
习生 王天翊）10月 17日，时值
鲁渝两地就商务扶贫签署《扶贫协
作部门合作协议》1周年之际，市
商务委带队组团以主宾省身份参
加在山东济南市举办的2019全国
农商互联暨精准扶贫产销对接大
会，专场推介重庆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农特产品，借力展会平台，助
推我市的农特产品卖向全国。

同一天，市商务委还联合山东
省商务厅举办了鲁渝消费扶贫合
作交流大会。会上，山东阳光大姐
家政服务公司与重庆三峡职业学
院等5对10家鲁渝企业签署合作
协议，助力重庆脱贫攻坚。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脱贫攻坚步入决战决胜、全面收官
的关键阶段，此举旨在进一步深化
鲁渝商务扶贫协作。

据悉，自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
贫协作重大决策以来，山东省各级
各部门积极响应号召，推动建立鲁
渝“1+8”扶贫协作框架体系，大力
推动扶贫协作走深走实。山东、重
庆两地发挥各自优势，广泛开展商
贸流通、农村电商、经贸交流、产业
转移承接、农产品流通、招商引资、
外派劳务等领域扶贫协作。今年
以来，重庆又积极完善协作政策、
健全协作机制，制定了鲁渝扶贫三
年行动计划，将消费扶贫、农产品
产销对接作为扶贫协作重点。同
时，鲁渝两省市和14组结对城市
商务主管部门还建立了定期协调
机制，构建起多层次、多形式、全方
位的鲁渝商务扶贫协作机制。

此外，重庆还开展了“渝货进
山东”等行动，通过线上线下合作
及“万吨脐橙进山东”“巫溪脆李李
行山东”等大型产销对接会、专场
对接会、实地对接考察活动，推动
重庆农特产品进入山东批发市场、

大型超市、商圈社区，扩大商品交
流和投资洽谈成果。

譬如，两省市商务主管部门以
“重庆电商扶贫爱心购”“寻味武隆
4·26电商日暨消费扶贫”、电商消
费扶贫“赶年节”电商活动为契机，
支持“舜网”、多多果园等山东知名
电商平台开设重庆农特产品专区，
搭建“鲁渝协作—重庆地理标志产
品质量溯源服务云平台”。目前，
已有163款产品纳入该平台销售，
实现销售额超过2300万元。

在两地结对帮扶的过程中，鲁
渝经济园区的合作日益密切。在
山东烟台·巫山产业园“双创”中
心，入驻的9家电商企业展销重庆
巫山县30余家企业加工的农副产
品、中药材、旅游产品，品种接近
300种。此举有效推动了互联网
创新成果与扶贫工作深度融合，带
动了巫山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
拓宽增收渠道。

山东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山东是农业生产大省、流通大
省、消费大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长期居全国第二位。同时，该省还
建设了一批区域性全国性的农产品
批发市场，为鲁渝两地农商合作搭
建了良好的平台。重庆具有独特的
丘陵山地资源禀赋，是全国重要的
中药材基地、知名的柑橘之乡、榨菜
之乡，生态畜牧、茶叶、调味品和特
色水果等农特产品特色鲜明。充分
发挥两省市产业优势，推进重庆特
色农产品更多的进入山东消费市
场，对深化商务扶贫协作、推进消费
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显示，鲁渝两地就商务扶
贫签署《扶贫协作部门合作协议》1
年来，双方不断深化商务扶贫协作，
取得明显成效。仅今年1-8月，山
东采购、销售重庆贫困地区特色农
产品的金额就达到了1.95亿元。

鲁渝深化商务扶贫协作

搭平台助重庆贫困地区
农特产品卖向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