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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什么？在贵州的大山里，重走红
军走过的地方，我找到了答案。

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境内绝大
部分是山地，很多地方都交通不便、偏远闭塞。因此，我
们第二路的采访，很重要的内容是爬山，很重要的“交
通工具”是双腿和双脚。

印象最深刻的是采访以险峻著称的娄山关，虽然
如今上山有石阶、木栈道，但仍觉得很艰难，几乎手脚
并用登上山顶已是气喘吁吁。触摸着那些战壕和掩体，
不由得心里感慨万千，当年这些地方人迹罕至，红军战
士究竟是如何攻克如此天险！苍山与残阳映入眼帘，重
温毛主席的《忆秦娥·娄山关》，也体会到那种悲壮又豪
迈的心情。

站在山顶，远眺绵延起伏的莽莽大山，内心总会升
起一种苍凉感。我想，84 年前，当中央红军来到贵州山
区，到处都是深山老林，自然条件极度恶劣，物质条件
极差，生存难度极大，随时面临着绝地断粮的严酷考
验，促使他们战胜一切的信心和力量，来自何方？

81 岁的娄山关义务讲解员肖开基是当地人，他告
诉我们，国民党部队到了村里，强行牵猪牵牛，一分钱
都不给，家里有男娃儿的还要被拉壮丁。他的父母故意
给小儿子起了个女孩名字“幺姑”，才幸运逃过一劫。

与国民党部队截然不同，红军队伍到了贵州，虽然
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但坚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号
召每个战士准备一样礼物，作为第一次到贵州给群众
的见面礼。很多战士拿出自己的衣服、毛巾，送给穷苦
百姓。

红军与群众血肉相连、同生死共患难。正如湖南汝
城“半条棉被”的故事，我有一条被子，也要分半条给
你。这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也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在贵州石阡县困牛山，我采访得知，凶残的敌人裹
挟老百姓做“人墙”，本可杀出一条血路的红军不忍开
枪，百余名红军战士毅然跳下困牛山悬崖。他们宁可牺
牲自己，也绝不伤害老百姓。

国民党抹黑红军是“共匪”，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红军队伍的所作所为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红军和自
己才是一家人。

湖南、广西、贵州这一段路程，在红军长征史上
最惊心动魄，遭遇了敌军最凶猛的围追堵截，付出了
出发以来最壮烈的牺牲，遭受着严重的错误路线危
害。但正是在这一程，红军通过召开遵义会议，实现
了第一次伟大转折，在思想上拨乱反正，转兵踏上新
征程。

为什么红军能够实现伟大转折，进而取得中国革
命的胜利？我想，除了因为在实践中找到了正确的道
路，还因为红军来自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他们坚守为
人民谋福利的信仰，得到了最广大的民心，获得了最强
有力的支持。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绝地逢生、屹
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 (本报记者李惊亚)

在闽西长汀中复村的钟宜龙老人家中，一副门联
格外显眼：“要想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门联
向内，是一个简陋的红色家庭展——— 3 年前，已近九旬
的老人将大半生积累的红军故事打印成纸，贴在瓦墙
上，以此勉励后人。

中复村是当年红九军团长征的“零公里处”。如果
不是亲自来到这里，很难想象，85 年前，从这里出走的
一代人，带走了行囊和生命，却留下信仰，至今照耀着
后人。

在“记者再走长征路”活动中，第一路小分队沿着
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探寻当地和长征有关的记忆。

不同于血战湘江的残酷、四渡赤水的快意，闽赣两省是
当年红军长征集结的出发地，发生在这里的许多故事
缺少惊心动魄的细节，但它们无不提示着一个最根本
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追随红军？

行走在闽西红色故土，这个问题如影随形。在中复
村的红军桥头，有一条高约一米五的刻痕，这是红军招
兵的最低门槛：一支长枪加一柄刺刀的长度，可以确保
新兵背得起枪、走上战场。当年，为了够到这条刻痕，有
人往草鞋里塞纸，有人踮起脚尖，更有人干脆半夜起
来，偷偷将线改矮，“骗”进红军队伍……

后人赋予了这条刻痕一个悲壮的名字——— 生命
的等高线。据记载，在参加长征的 8 . 6 万中央主力红
军中，有 2 . 6 万闽西儿女，然而到达陕北时，这支队伍
仅存 2000 多人，长征每一华里就有一位闽西儿女倒
下。

事实上，选择誓死追随的人，多数心里都还有牵
挂。当年红军桥上，来自中复村的 17 位热血青年一同
报名参加红军，他们在出发前跪地起誓：谁活着回来，
谁就要为他们的父母尽孝。

即使知道越过这条线即完成了向死而生的选择，
为何仍有人舍家为国，前赴后继？

中复村的红色文化讲解员钟鸣同时也是一名红军

后人，他告诉我们，当地百姓向来不懂“主义”二字，但
当看到穷苦的人分到了田地，备受欺辱的人得到撑腰，
他们便萌生了最朴素的信仰，那就是跟着共产党找出
路。“尽管知道会有牺牲，但对于当地百姓来说，幸福时
光是红军用牺牲换来的，值得用生命去捍卫。”钟鸣说，
大家都懂得，这是要千千万万人付出牺牲的事。他说，
这就不难解释，如今走进长汀一些村庄，为何几乎家家
户户都能翻出一本烈士证。

随着主力红军出发的青年农民，最终将信仰变成
武装。湘江战役中，6000 名闽西子弟组成的“绝命后卫
师”红三十四师为掩护主力红军突围，与数十倍于自己
的敌人殊死搏斗，几乎全数牺牲。

而留在这里的人则将信仰铭刻进石碑。当我们回
到位于闽赣交界的长汀县四都镇红都村，郁郁葱葱的
山林中一眼可瞥见一方青石碑。那是 1933 年福建省委
为 58 名烈士立起的墓碑，是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的苏
区烈士纪念碑。1935 年，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展开
疯狂报复，村庄被洗劫一空的同时，墓地也被损毁。匪
徒走后，当地百姓含泪扶正墓碑，重新安葬遗骨，并种
上茅草、荆棘，最终将墓地保存下来。

在一旁作为讲解员的四都镇文化站原站长赖光耀
告诉我们，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努力确定烈士身份和他
们的生平事迹，为此四处奔波采访。在长汀，许多红军
后人坚守祖辈的信仰，继续发扬着红色文化。

站在红土地上，望着青石碑，人们的思绪会不由自
主飘到 85 年前。当年，一代人踏上追寻信仰的远征，而
如今，一代人在这片土地继续书写着信仰。

(本报记者吴剑锋)

舍家为国，追寻红色的远征

长征路上，见证信仰的力量

第一路小分队共播发文字、图片、音视频、新

媒体等各类稿件 360 余条(组)。其中新华全媒头

条《跨越“第一渡”长征出发地“换了人间”》等重点

稿件平均采用超 230 家；新华视点微博“一起重

走长征路”话题阅读量超 7000 万，为主题采访营

造了热烈声势，成功打响报道第一枪。

第二路小分队共播发文字、图片、音视频、新

媒体等各类稿件 380 余条。其中新华全媒头条

《伟大转折是怎样发生的——— 重回遵义会议现

场》《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 红军为什么能冲

出绝境？》等重点稿件平均采用超 200 家，在全社

会激发起一波弘扬长征精神的新热潮。

第三路小分队共播发文字、图片、音视频等

各类稿件 250 余条。其中新华全媒头条《前进，

向着光明的方向——— 寻访金沙江畔红色印记》

《大渡河畔说奇迹——— 感悟红军长征的胜利密

钥》等重点报道，再现红军巧渡金沙江、强渡大

渡河等传奇战役。

第四路小分队共播发文字、图片、音视频等

各类稿件 250 余条。其中新华全媒头条《永远

的红飘带——— 从革命长征路到发展新征程》

《红星，从这里照耀中国——— 陕北见证中国革

命的历史转折》等重点稿件引发热烈反响，为

“记者再走长征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横断山脉的大河险滩、崇山峻岭、茫茫草原上至今
还留着红军长征的印记。在这些印记中，我们感受到那
震撼人心的牺牲精神。

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广场，22个石碑只有 5
个刻有夺桥勇士的具体姓名。讲解员夏芸说，这是为了
纪念飞夺泸定桥的 22个勇士，大部分战士至今无法找
到，但他们从未放弃寻找。

爬雪山过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悲壮的行
程之一，非战斗减员数量超过万人。在红原县刷经寺
镇亚休村山腰，我们见到了一座烈士墓，墓碑上写着
“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当地村民说，这个墓是从山顶
迁下来的。亚休村村口的石碑上这样介绍——— 红军
烈士墓位于红原县南部的亚克夏山山口上，海拔
4800 米，距刷经寺镇北 13 公里，该墓是为纪念当年
长征时在此牺牲的红军指战员而建。

红原县刷经寺镇亚休村原村支书范华亮告诉我
们，她小时候还常听村里老人讲起红军翻山的情
形——— 山路上不时坐着或躺着红军战士，有的永远
“睡着”了，他们骨瘦如柴。

在亚休村，村里党员每年都要前往烈士墓，以各
种方式纪念那些长征中牺牲的英雄。今年 7 月 1 日，
记者也正好碰到他们挥舞着党旗，沿着当年红军翻
亚克夏雪山的路，在山腰处开展活动，接受红色教育。

“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今天的我们还要继续奋
斗，这个小山村还要进一步振兴。”范华亮说，这样才
不会辜负牺牲在当地的先烈。

红军长征在四川期间，茫茫草地让红军付出了
更加巨大的代价。1935 年 8 月，红军开始踏上征服
草地的艰难历程。在阿坝州，红军当年走过的松潘大
草地包括如今的松潘县、红原县、若尔盖县等地。

若尔盖县一位名叫供产的红军后代告诉我们，
他的父亲谢金钟在包座战斗中负伤，倒在战场，等他
醒来，红军已离开。谢金钟便以木匠身份为掩护，在

若尔盖县求吉乡周边活动。供产说，父亲在世时，每
逢清明节，总是在碗里放些面块，旁边还放着一把木
工弯尺，进行祭奠。供产长大才知道，父亲在祭奠两
个人：一个是陷进沼泽地的年轻小战士，他是跟父亲
一起在南充加入红军的小老乡；一个是父亲的木工
师傅。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那名小战士，我们今天也不
能忘记那些牺牲在雪山草地上的先辈们。”供产说，
他们虽然不是在轰轰烈烈的战场中牺牲，但这种牺
牲仍然要永远铭记。

在若尔盖县班佑乡，我们还见到一座名为“胜利
曙光”的雕像。一群红军战士或坐着、或躺着，环绕在
刻有“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的石柱周围，
不远处是一位拿着望远镜的指战员。

雕像的底座，刻着摘自《王平回忆录》的字
句：……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
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
看看情况。一看，唉呀！他们都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
动不动。我逐个察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
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

英雄不问出处，但英烈需问归处。真正的英雄，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红原县日干乔湿地，当年被称为“死亡之海”。这
里耸立着一座红军过草地纪念碑，碑的底座上有一
面这样写着：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
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

这就是民族脊梁。他们历经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本报记者周相吉)

那些牺牲，需要被永远铭记

连续 18 天，转战十余地，行程数千里，采访上百
人，读书破千行，报道数十条，被那段殷红的历史震
撼过，为那些青史留名抑或湮没无名的英雄们落泪
过……在此，我想讲一些没有写进报道里的故事。

有一首节奏铿锵欢快的歌，当过兵的应该都会
唱，没当过兵的应该也都听过，这就是《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

1935 年 9 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
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为加强政治纪律教育，
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和宣传科长刘华清借用鄂豫
皖苏区流行的《土地革命完成了》歌谱，将“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内容编成歌词填入。11 月，在庆祝与中央
红军会师大会上，红十五军团集体高唱《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一人唱过万人传”。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
归公。这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则包括买卖公平、借东
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等。

当时的红军，被敌人的反动宣传妖魔化，赤发青
眼、共产共妻、吃人……这样的宣传，让很多地方都出
现过“跑红军”现象——— 听说红军要来，百姓就跑出去
躲。可百姓渐渐看到，红军是一支怎样的军队———

1928 年秋，河南柴山堡一带的一个老乡在自家
红薯地里发现一个布包，里面有五块银圆和一张字
条，字条写着：亲爱的老乡，我们是红军，为了打白
匪，我们吃了你的红薯，现留下银圆五块请收下！

1935 年 9 月，红一方面军到达甘肃腊子口，部
分红军住进藏寨朱立村。一位十七八岁的通讯员打

水时不小心把房东家的瓷罐打碎，因为不名一文，指
导员便要求他把身上的红毛衣留下作为赔偿。这件
红毛衣，是在四渡赤水中牺牲的红军父亲留给他的。

房东老阿妈实在不忍心，但军纪如铁，老阿妈收下了
红毛衣，却拿出自家一件羊皮袄给小通讯员，指导员
又给老阿妈留下了一块白洋。

提起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我们想到的也许都
是行军打仗、枪林弹雨，而忽略了其他。事实上，苏区
的纪律建设一直抓得很硬。

早在 1931 年 9 月，鄂豫皖苏区便基本形成了以
党的监察机构和苏维埃政府的监察机构为主体的监
察组织系统。革命法庭下还设有国家公诉处，鄂豫皖
苏区国家公诉处处长程玉阶是首位国家公诉人。曾
有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其母亲去世时，私用了一口
没收地主的棺材，被撤职处分。

铁一般的纪律与铁一般的执行，尽化作百姓对
红军的似海深情。“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
尺布拿来做军装”，妇女组成缝衣队和洗衣队，儿童
分组分班给红军拾柴火……

爱民如天，与民相依，把根深深扎在广大人民群
众之中，怎会不枝繁叶茂、生生不息？当年红军的胜
利密码，永远不会失灵。 (本报记者王若辰)

铁的纪律，化为军民鱼水情

通过追寻红军长征走过的足迹，曾经无数次从书本
中读到的伟大长征，就这样鲜活而真切地展现在我们面
前，走进心里震撼灵魂。

长征路上，理想信念的力量无处不在。走在今天的泸
定桥上，尽管已覆有结实的木板，过桥时仍感到桥身左右
摇晃，很难平衡重心。透过桥板缝隙向下看去，咆哮的大渡
河翻滚着疾速向前，令人心惊胆寒。然而就在这里，红军战
士曾上演了飞夺泸定桥的壮举。前不久，也就在这里，当年
夺桥勇士刘金山的儿子刘东升讲述了他父亲的故事。

事后多年，他父亲从胳膊一直到手掌全是伤疤，夏天
穿短袖时特别明显。他反复追问才知道，那是夺泸定桥时
被烧得滚烫的铁索链烫伤的。据说当时胳膊被烫得滋滋
地冒烟，夺桥以后，握大刀的手被烫得皮都粘在刀把上，

只能连皮肉一起撕下来。刘东升说，我问过父亲
当时是怎么想的，父亲说，就是一心想着

怎么爬过去，尽快爬过去，把敌
人给消灭掉，这就是任

务。父亲他们之所以把生死置之度外，就是想消灭敌人，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 600 余次战役
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 40 余座高山险峰，其中包括
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山雪岭和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
地。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党领导红军，几经挫折而不
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
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长征路上，洒满了军民相依的深情。长征所到之处，
红军用严明的纪律、积极的宣传打动着老百姓的心，也播
撒下革命的火种。

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彝海结盟纪念馆

里，我们看到了一面红军旗的复制品。原来彝海结盟礼成
后，刘伯承把一面红军旗赠给了小叶丹。红军走后，国民
党追究小叶丹“通共”罪责，捉拿小叶丹，强逼果基家交出
1 . 2 万两白银和 120 头羊。小叶丹宁肯倾家荡产，也不愿
交出彝家红军旗。后来小叶丹死于一次伏击。在丈夫死后
的艰难岁月里，面对国民党的反复搜寻，他的妻子也没有
毁掉红军旗，而是把它缝进自己百褶裙的夹层，一藏就是
15 年。这是怎样的情谊，又是怎样的勇气和智慧！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的人民创
造英雄的历史。正是
无数个夜渡的船工，
无数个带路的向导，

无数个踊跃参军的群众，汇聚起人心向背的磅礴力量，帮
助红军在艰难困苦中走出一条希望的路、新生的路、胜利
的路。那些红色的记忆，那些军民相依的深情，刻在历史
的年轮里，代代相传。

道路的正确，最终成就了历史的必然。坚持党的领导
的红军战士，
被理想信念武
装起来的红军

战士，深深扎根
人民的 红 军 战
士，不可战胜！

长征路上，
初心依然滚烫，

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中国梦是红色的，中国梦也是绿色
的，红色的中国梦与绿色的中国梦一脉相承。我们在沿
途中看到，昔日红军长征经过的一些地方，早已将红色
基因、长征精神融入到绿色家园建设中，正在深入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中，书写新时代发展新篇
章。

此次再走长征路活动，既是不忘初心的
深刻学习，也是作为新华社记者，在新
时代努力践行“四力”，将长征精
神贯彻到新闻报道工作中
的深入实践。
(本报记者
胡璐)

感受长征精神 深入践行“四力”

伟大长征精神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砥砺前

行的强大精神动力。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

史、新中国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

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牢记党的初

心和使命，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坚定理想信念，坚

定不移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断跨越前

进道路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 习近平对“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

作出重要指示

第一路小分队·记者手记

江西、福建、广东 6 月 11 日-6 月 25 日

第二路小分队·记者手记

湖南、广西、贵州 6 月 26 日-7 月 14 日

第三路小分队·记者手记

重庆、云南、四川 7 月 15 日-7 月 31 日

第四路小分队·记者手记

湖北、陕西、宁夏、甘肃 8月1日-8月18日

这里是长
汀，红九军团两万
五千里长征“零公
里处”所在地

当年，他
们这样走上长征路

界首渡
口：红军从这里过
湘江

 29 岁的
“断肠师长”陈树
湘，用生命践行绝
对忠诚

 6 条小
船挽救 3 万红军

列宁小
学：传承红色基因，
培养革命接班人

  8 4 年
前 ，红军用它“圈
粉”无数

卫星视角
再现红军飞夺泸定
桥军事奇迹

第一路小分队作品

第二路小分队作品

第三路小分队作品

第四路小分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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