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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国平的党性修养及当代启示

李姝荦
（中共邵阳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室，湖南 邵阳 420000）

【摘 要】袁国平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曾先后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和新四军

政治部主任。2014年袁国平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为首批著名抗日英烈。袁国平同志的党性修养源于他的家庭环境和时

代背景，以及他在求学过程中接受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的党性修养得以升华，他具有

崇高的信仰、坚定的信念；具有舍身忘我、无私奉献的优良品德；具有视死如归、永不叛党的英雄气概。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

员，我们应学习他的宝贵品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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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袁国平党性修养形成的原因
（一）袁国平党性修养形成的现实条件
袁国平党性修养的形成与他的家庭环境和时代背

景密不可分。袁国平成长的时期是中国社会动荡不
安、各种思想碰撞的时期。此时，中国正经历帝国主
义、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举国上下面临多重困难和挑
战，军阀混战更让人们的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袁
国平 1906 年出生在湖南省邵东县一个农民家庭。
1918年袁国平的父亲去世，生活非常窘迫。在父母的
言传身教下，袁国平从小养成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的
生活作风，为人忠厚老实，性格勇敢坚毅，经常见义勇
为。尽管家境贫寒，但袁国平继承了父亲乐善好施的
美德，经常慷慨解囊，帮助比他更贫困的同学。长期艰
苦朴素的生活环境，造就了袁国平爱憎分明的个性，他
对贫苦大众深怀同情，对剥削阶级深恶痛绝，为他日后
走向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袁国平党性修养形成的思想来源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袁国平最早并没有接受系

统的共产主义思想。袁国平自小资质聪颖、酷爱读
书。他读小学时就开始阅读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经常
手不释卷，他阅读《水浒传》，对英雄行侠仗义、乐善好
施、劫富济贫的行为无比崇拜。五四运动的爆发激发
出他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学校的组织下，他与许多
爱国青年一起加入游行的队伍，从那时起他就发誓要
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不懈奋斗。之后，他受爱国主义
思想的影响，阅读的兴趣也转移到一些进步书刊上，
《东方杂志》和《新青年》是他经常阅读的期刊，他一心
扎进知识的海洋，如痴如醉地汲取养分，通过不断学
习，他渐渐领悟了许多革命道理。在那时他写了一篇
文章《我的人生观》，向他的同学展示了正确的人生观，

明确了他将走向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1922年，袁国
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省
立第一师范学校是一所有着浓浓的革命氛围的学校，
很多老师都是思想进步的爱国人士，如徐特立、田汉，
袁国平深受这些进步人士的影响，他钻研学问，探索救
国救民的道路，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是进步学生团
体中的中坚力量。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
袁国平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19岁时光荣地加入
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一直秉持着“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
命、为国家民族服务”的信念，开启了他光辉的革命征
程。

二、袁国平党性修养的主要内容
（一）具有崇高的信仰、坚定的信念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起，袁国平就发誓要

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在他多年戎马倥偬的岁月里，无
论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无论经历多么复杂的革命局
势，他都不改初心、始终向前，他自始至终都不忘共产
主义的崇高信仰，自始至终都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的
信念，自始至终都做好紧跟党走、为党的事业奉献全部
的准备。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
右派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
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在危急关头，袁国平
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加入到反抗叛变者的队伍中，临
行前，他写信告知母亲：“此行也，愿拼热血头颅，战死
沙场，以博一快。”

[1]
表达了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决心和

勇气。1929年12月，袁国平担任湘鄂赣边境特委书
记，在此期间，面对党内蔓延的“左”倾冒险主义情绪，
他不唯上，不唯书，坚持独立思考，提出符合根据地建
设实际的政策路线，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策略。当上
级对这些正确的斗争策略提出质疑和责难时，他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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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勇于承担责任，并作出有理有据的反驳，最后赢
得了一致的认可，显示出一位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维护
真理的勇气和决心。袁国平酷爱作诗，这位马背上的
诗人曾经在拜读了毛泽东同志写下的《七律长征》之
后，有感而发作诗一首：“万里长征有何难？中原百战
也等闲。驰骋潇湘翻浊浪，纵横云贵等弹丸。金沙大
渡征云暖，草地雪山杀气寒，最喜腊子口外月，夜辞茫
荒笑开颜。”

[2]
这首诗彰显出诗人大气磅礴的革命情怀

和对革命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袁国平在担任新
四军政治部主任时，十分重视军队的宣传教育，他指出
要把军队变成铁军，基本的一点就是这个军队是真正
信仰马列主义的，一切工作的积极性，作战的勇气，刻
苦耐劳、不怕牺牲的精神，都建筑在信仰马列主义、建
筑在这个伟大的理想上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袁国
平仍不忘交待战友把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和七块大洋的
党费交给党组织，并代他向组织汇报，充分展现了一个
共产党人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信仰的坚守。

（二）具有舍身忘我、无私奉献的优良品德
袁国平是一位具有奉献精神的革命家，在多年的

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
作风。长征途中，军队持续行军、跋山涉水、翻山越岭，
战士们饥寒交迫，有的在途中倒下，有的伤病累累，在
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袁国平将自己的马让出来驮载伤
病员，与战士同行。为了革命的大事业，他只能舍小家
为大家。袁国平的儿子1939年5月出生于皖南，由于
父母忙于抗日，8个月大时就被送回湖南邵东老家；袁
国平的大女儿从小就被送到外婆家，13岁就成了童养
媳；二女儿从小被送到奶奶家，因为没钱治病很早就夭
折。国难当前，袁国平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对家庭未
能尽责，他深感遗憾。在1938年写给哥哥的信中这样
说道：“愿以最后一滴血贡献于国家民族，家事更不能
不仰仗于吾兄独立支持，知我如兄，当不见责也。”

[3]
同

时表达了自己只能报效于国家民族，不能对母亲尽孝
的自责。他在1939年写给侄儿的信中这样说道：“此
刻我身无分文，无法帮助家里，因为我们都是以殉道者
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民族服务的，或许有人要说我们
是太不聪明了，然而世界上应该有一些像我们这种不
聪明的人。请家里不要想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因为中
国正在大的变动之中，中国抗战成功不愁无饭吃，抗战
不幸失败，则大家都要当亡国奴，所以我希望家里在这
一方面能够想得远大些，能够原谅我！”

[4]

（三）具有视死如归、永不叛党的英雄气概
在皖南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三年是袁国平短

暂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作为一名政治工作者，他认真
宣传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带领军队战士积极向党
中央看齐。在这里，他谱写了人生最壮丽的篇章，用自
己宝贵的生命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永跟党走的坚
定信念，用满腔的热血彰显了一个优秀军人视死如归、
永不叛党的英雄气概。

1939年至1940年春，新四军第三支队在铜陵、繁
昌先后进行了200多次战斗，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夺取皖南的阴谋。然
而国民党顽固派却试图妨碍新四军的发展，出台了一
系列反共政策，包括“溶共”“限共”“防共”等内容，对共

产党发起猖狂进攻，步步紧逼。面对国民党日益猖獗
的反共活动，袁国平口诛笔伐发起声讨，在《论合法不
合法》中声明新四军抗日救国的作战性质，在《声讨亲
日投降派》中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恶劣行径和倒
行逆施。面对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和对新四军
的造谣污蔑，党中央从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决定把皖
南新四军部队全部转移，开辟长江以北敌后战场。

1941年1月5日，新四军部队抵达安徽泾县茂林，
在茂林祠堂举行军民告别会。在会上袁国平慷慨激昂
地致告别词：“乡亲们，我们新四军以民族利益为重，忍
辱负重，委曲求全离开皖南，进军敌后，在前进道路上
纵有千难万险，我们都誓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彻
底解放而斗争！”然而此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茂林
周围的崇山峻岭布下阵地，准备偷袭新四军。7日清
晨，国民党顽固派8万人对新四军部队进行包围袭
击。新四军誓死抵抗，但是寡不敌众。经过几个昼夜
的激战，新四军即将弹尽粮绝，很多战士倒在了血泊
中，伤亡惨重。14日晚上，军部被敌人重重包围，首长
决定分散突围。袁国平率领一部分队伍冲出石井坑，
在一阵激烈的枪炮声中，袁国平倒在血泊中，身中四
枪，血流不止。战士们急忙将袁国平扶起，轮流背着
他，趁着天黑向外突围。在枪林弹雨中，情况越来越危
急，战士们饥寒交迫，越来越多的战士倒下了。背袁国
平的战士也陆续倒下，为了不拖累战友，袁国平多次强
调不要管他，尽快突围。最后袁国平用虚弱的声音说
到：“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向组织汇
报。”趁战士不备，他掏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叩响了
扳机，用生命践行了“如果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
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的承诺。袁
国平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他的坚强党性，他大无畏
的牺牲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值得我们不断学习
和传承。

三、袁国平的党性修养对党员干部的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打铁必须自身
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
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5]
共产党员的党性

修养是对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提炼和升华，加
强党员的党性修养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
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我们党面
临的四大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必须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深
入研究袁国平的党性修养，对干部队伍建设有着重要
的启示。

（一）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袁国平自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坚定了自己的

革命信念，在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从未动摇自己的理
想信念、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在革命危急时刻挺身而
出，抛头颅洒热血，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当今我
们的一些党员干部缺乏信仰，政治方向、政治立场不坚
定，在做出一些重要抉择之时，把个人的名利看得过于
重要；一些领导干部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想问题，导致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出差错、摔跟头。从本质上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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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牢固树立政治意识。我们党之所以能带领人民群
众在各个历史阶段取得成就，就是因为坚持讲政治。
共产党员只有牢固树立了政治意识，才能始终保持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勇往
直前。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定理想信念。只有信念坚定，才能在矛盾
面前不畏缩，困难面前不悲观，诱惑面前不动摇，广大
党员干部要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
的精神家园。

二是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坚定不移地与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
政策。1937年秋，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袁国平
在黄埔军校时的一位老同学已经是国民党的高级将
领，他希望袁国平能够去国民党任职，袁国平严词谢
绝。在他看来，共产党人的使命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大
业不懈奋斗，绝不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体现了一
名共产党员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动摇，在面对诱惑
时能站稳脚跟不摔跤。

三是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纪律严明是我们
党与生俱来的宝贵品质。守纪律讲规矩是我们每一位
党员做人的底线和必须坚守的政治生命线。广大党员
应接受监督、勤于自省，坚决同破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的行为作斗争。

（二）牢固树立大局意识
袁国平置身于革命事业，是以牺牲自己的全部为

代价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举国上下同仇敌
忾抵御外辱。袁国平因多年奔波劳累，积劳成疾，在同
志们的极力劝说下，他才住进医院治疗。在医院治病
期间，他心急如焚，恳请组织批准他去前线抗日。皖南
事变中，袁国平身负重伤，他为了不连累其他的战士，
选择了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体现了一个优秀共产
党员在危急时刻的大局意识、全局观念。牢固树立大
局意识，就是要着眼大局，善于从全局高度观察形势，
用长远眼光分析问题，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抵制
诱惑、坚定方向，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在
大局面前不计较个人得失，优先考虑大局利益，坚决服
从中央部署和大局需要，齐心协力谋发展。

（三）牢固树立核心意识
袁国平的政治工作的核心原则是军队要听从党的

指挥，要服从党中央这个核心，他认为军队要坚决执行
党中央的路线，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和模范带头作用，如
果革命党没有在军队中树立权威、把握核心，这支军队
是很难打胜仗的。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
义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
导地位。同年9月，针对张国焘的分裂阴谋，中共中央
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袁国平在会上指出团结是
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会后，袁国平立即执行党中央
的指示，坚定不移地维护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并组
织了一个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慰问，积极宣传中央北
上的方针。袁国平自参加革命就认同党中央这个核
心，并且在革命历程中始终维护和服从这个核心，在革
命战争年代如果没有核心意识，是很难克服一系列艰
难险阻的，军队将是一盘散沙。新时代，人民群众的价
值观念呈现多元化，生活方式展现多样化，更需要全党

全民族凝心聚力、迎接挑战、开拓进取，紧紧围绕在党
中央这个核心的周围。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因此，广大党员干部要保持政
治上的清醒，始终明确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党中
央是核心。因此，广大党员干部都要听从党中央的决
策部署，自觉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高度认同核心、坚决维护核心、绝对服从核心。

（四）牢固树立看齐意识
袁国平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时刻不忘向党中央看

齐，他注重宣传教育，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
是因为军队同志始终向党中央看齐，所以军队在长征
中、在三年游击战场上不管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总是
能乐观面对，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告诫广大党员干部
要牢固树立看齐意识。

与过去相比，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更加
复杂严峻，党面临的考验也更加突出，我们党面临的

“四大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我们党面临的“四大
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当前，我们的党员干部面
临的利益诱惑比较多，如何在诱惑面前站稳脚跟，坚定
信仰和价值追求，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因此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看齐意识，自觉锤炼党
性修养、贯彻中央精神、维护中央权威。一方面要勤于
学习。广大党员干部应不断加强理论学习，把马克思
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把理论学懂、弄通，增强理论自信，做政
治上的明白人。另一方面要精于实践。“知者行之始，
行者知之成。”增强看齐意识，不但表现在思想上，更体
现在行动中。每个党员干部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中全面
向党中央看齐，与党中央同心同向、同频共振，与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真
正做到政治上坚定立场、思想上认清方向、行动上令行
禁止。

袁国平同志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的事业，他
的一生虽然短暂，却闪耀着绚丽的光芒。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以崭新的面貌和全新的作
为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学习楷模忠于党，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新时代的合格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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