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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是平静的港湾 。 100 年前 ，
因为一群志同道合者走进这里， 清水
塘 22 号， 成了平静的表面下风雷激
荡的堡垒。

两口清亮的池塘， 一栋青砖黛瓦
的两进三开间小屋， 这里是全国最早
的省级党组织———中共湖南支部、 中
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所在， 也曾是毛泽
东、 杨开慧革命爱情的 “世外桃源”。

小家大国， 从不同的家庭里走出
的这群人 ， 救亡图存的报国初心如
磐， 打下堡垒的信念基石。

家为国

1921 年 7 月 ， 毛泽东和何叔衡
参加中共一大回到湖南后， 于 10 月
10 日在长沙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 。
支部成员有毛泽东 、 何叔衡 、 易礼
容、 陈子博、 彭平之等人， 毛泽东任
支部书记。

为了方便工作， 支部委员易礼容
经手租下位置隐秘、 交通便利的清水
塘 22 号作为中共湖南支部秘密办公
地点， 郊野小屋燃起革命火种。

1922 年 5 月 ， 湖南的共产党员
发展到 30 多名， 中共湘区委员会成
立， 毛泽东任书记， 区委机关仍设于

此。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组织了粤汉

铁路、 安源路矿、 长沙泥木、 水口山
铅锌矿等 10 余次工人大罢工斗争 ，
掀起了湘区工人斗争高潮。 湘区成为
当时全国革命运动发展最迅速、 最活
跃的地区之一。

在当时艰难 、 危险的斗争环境
中， 有一个特别的 “首饰箱”。 “杨
开慧负责湘区党委的机要和交通联
络工作， 毛泽东为指导湘区革命运动

撰写的所有文稿， 杨开慧都要认真进
行抄写 、 分类 、 处理 、 收 藏 。 ” 长
沙党史馆讲解员谭威向记者介绍 ，
为妥善保管机要文件 ， 杨开慧特意
制作了 “首饰箱 ”， 白天放在身边 ，
晚上当做枕头， 遇到紧急情况就能迅
速处置。

同时， 作为妻子， 杨开慧辛劳抚
育着两个孩子， 在生活上更是关心体
贴着丈夫。 当阴冷的冬日来临， 杨开
慧特意为毛泽东准备了暖手的 “烘

笼”， 半夜总不忘再加些木炭。
1923 年冬天 ， 毛泽东奉中央通

知准备参加国民党一大， 建立统一战
线 。 夫妻俩站在清水塘畔 ， 即将分
别， 这对人间知己 “小家大国” 的情
怀 ， 为刚硬的革命初心增添一丝柔
情， 他们守着温暖， 也守着忠贞的感
情， 守着坚定的革命信仰。

国是家

百年风华， 红色信仰的力量深深
印在清水塘路。 在 “国是家” 主题文
化街里有一道别致的文化墙， 记录了
百年前进步青年的思考和呐喊， 也见
证着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 为了续写
红色篇章， 清水塘街道创建 “红色摇
篮 ” 党建声音馆 ； 建成了长沙首个
“红色文化历史故事街区”， 形成一条
红色历史文化公益观光线路； 清水塘
社区打造了学习书屋 、 好人故事长
廊、 红色服务站……

“家国担当薪火相传， 新时代的
清水塘社区走出一条用 ‘红色文化’
培育社区精神、 创新社区治理的新路
子。 我们将继续传播好红色文化， 如
这清水塘一般清爽明澈， 焕发出新的
生命力， 谱写新的篇章！” 清水塘社
区党委书记汤国清信心满满地说。

家国， 在这里共情
———走进全国最早的省级党组织中共湖南支部

历经沧桑， 百年大党何以风华正茂？ 从一个个基层组织发芽生根， 到如今 410多万个支部枝繁叶茂， 这个世
界最大的政党始终保持凝聚力和生机活力。

血火洗礼， 红色堡垒何以坚实如磐？ 是家国的理想燃起第一簇火焰， 是信仰的力量支撑钢铁的意志， 是为人民谋
幸福的初心赢得群众舍命追随， 铸就一个个牢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万丈高楼平地起， 千秋伟业堡垒筑。 党支部是整个党组织的“神经末梢”， 更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
作任务的“毛细血管”。 让我们追随历史的脚印， 触摸组织深处的“神经末梢”， 体味“毛细血管” 里的红色基因。

全国最早的省级党组织———中共湖南支部、 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

本报讯 （通讯员 许微） 近日 ，
长沙市芙蓉区五里牌街道五里牌社
区党委围绕党史学习教育 “学史崇
德” 专题组织直管党员、 驻辖党组织
开展 “学党史 编草鞋” 体验式党员
教育活动。

活动前期党委在辖区寻找到了不
少 “草鞋达人”， 他们在活动现场手
把手教授党员编制草鞋， 老党员们积

极尝试自己动手制作草鞋， 党员李运
宏不禁感叹道： “这草鞋不仅仅是一
双鞋， 传递的不仅仅是信仰， 更是一
种精神， 岁月更替， 但是长征精神永
存。”

迎旭亭下的 “迎旭课堂” 也如期
而至， “中国好人” 叶小兰讲述了她
这八年时间经历的点点滴滴， 她坚持
将 “为老人 ” 作为自己的标杆和准

则， “想老人之所想”， 真正将 “从
老人出发” 落到实处， 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为党员们阐述了她心中的 “大德
大爱” 精神。 五里牌社区党委书记吴
美云与党员们分享袁隆平院士的故
事 ， 体悟道德风范 ， 并就 “迎旭课
堂” 的学习内容展开了第三次专题学
习研讨， 对党员提出要把学习党史同
总结经验、 观照现实、 推动工作结合

起来， 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并现场收集党员
反映的问题，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的问题， 着力于为民办实事
出实效， 建设幸福宜居的家园。

五里牌社区： “迎旭课堂” 体验式党课 走实新时代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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