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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孙飞、赵瑞希

　　 40 多年来，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
到经济总量位居亚洲城市第 5 位，“深圳
奇迹”散发夺目光彩。
　　这座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
兴的“改革之城”，正高举红色旗帜谱写“春
天的故事”，用铁一般的事实昭示了中国共
产党人的伟大觉醒，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潮起改革“试管” 杀出一条血路

　　 70 多岁的招商局集团原研究部总经
理梁宪，如今经常在深圳蛇口踱步林间，远
眺海面。
　　这里位于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内，绵延
的海边栈道与喧嚣的港口码头交错，跨国
企业林立、青年创客集聚，繁华忙碌而又自
然惬意，很难想象 40 多年前这里还是几
乎一无所有的穷乡僻壤。
　　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
蛇口工业区在此设立，由招商局集团开发、
在广东宝安南头半岛诞生。
　　 1979 年 7 月，梁宪坐船第一次来到
南头半岛的蛇口渔民码头，他作为交通部
派往招商局工作的外派干部，加入蛇口工
业区的建设。
　　“那时候的蛇口只有两口淡水井，经济
发展硬件、软件的基础都很薄弱。”梁宪说。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牢记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时任蛇口工
业区负责人袁庚等共产党员“逢山开路、遇
水架桥”，以改革创新精神，勇于担当作为，
轰鸣炸响改革开放的“开山炮”。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
石破天惊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
　　梁宪说：“当时蛇口提出要实行股份
制，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搞股份制企业时，
还给人异想天开的感觉，面临很大压力。”
　　第一个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工资制
度、敲响中国土地拍卖第一锤、第一家外汇
调剂中心成立……从蛇口工业区的改革探
索起步，深圳经济特区横空出世。
　　沐浴改革春风，曾经贫穷的深圳渔民
村开办来料加工厂、大力发展养殖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每户家庭年收入已经
超过万元，成为全国知名的“万元村”。
　　“没有改革开放政策，没有人民的勇敢
创新，就没有今天的深圳，也没有现在的渔
民村。”与经济特区同龄的深圳市渔丰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邓国华说。

举起红色旗帜 闯出一条新路

　　受惠蛇口及深圳的“改革营养”“红色
气质”，一大批有胆识、勇创新的深圳企业
家茁壮成长。
　　万科董事会原主席王石曾表示，1983
年他南下深圳之初“不知道要干什么”，当
听到袁庚的那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
就是生命”之后，才有了创业的激情，开始
为财富而奋斗，最终成立万科。
　　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在回忆文章里
说，如果没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
命”这一响亮口号的提出和数十项全国首
推的改革举措，20 世纪 80 年代深圳断然
不会产生出招行、平安、华为、万科、中集等
一批日后被证明带有优质市场化基因的企
业和企业家。

　　从蛇口孵化出的平安集团，如今是我
国最大的非公金融企业，党员人数超过
3 万。
　　平安集团党群工作部总经理肖建荣说，
从“党建也是生产力”到“党建就是生产力”，
企业对党建的认识随着业务发展不断升华。

　　 2007 年和 2012 年，平安集团旗下的平
安银行先后与深圳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
完成整合，银行板块的做大做强，为企业后续
发展带来助力。但当时，深圳商业银行、深圳
发展银行都是国有金融机构，相关的整合规
模也是前所未有，改革有阻力、员工有顾虑。

　　“平安集团党委派出工作组深入一线
座谈访谈，协助稳定队伍、助力发展经营，
最终完成了市场化的重组。”肖建荣说，党
委在企业中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对平
安的转型发展当好参谋、提出建议，为企业
带来“定向把舵”作用。
　　红旗闪耀特区，市场活力迸发。来自深
圳市企业注册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 月底，深圳商事主体总量达 361.4 万
户，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握起时代“接力棒” 干出一条实路

　　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摇篮”的南山南
头半岛，蛇口与前海分居半岛东西两侧，历
史在这里激荡交汇。
　　前海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近年来
已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 610 项，在全国
复制推广 58 项，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
先行先试者。
　　南头半岛往北，则是被网友称为“最
牛”街道的粤海街道。在粤海街道的深圳湾
创业广场，数万青年在此创业，企业年总产
值超 2500 亿元。
　　“95 后”的荔枝微课联合创始人陈嘉
嘉，正在这里追寻着自己的“深圳梦”。
　　 3 年前，公司在深圳湾创业广场党委
的帮助和指导下成立了党组织。“创业公司
有活力，但也存在很多管理瑕疵。我们从事
的是具有一定公益属性的教育行业，党组
织让员工的责任意识更加明晰，让企业的
运营更加规范。”陈嘉嘉说。
　　 40 载激情岁月，红旗屹立不倒。
　　一代一代企业家、奋斗者、追梦人在深
圳挥洒汗水，用平凡的双手实现不平凡的
梦想，他们的命运因深圳而改变，深圳的未
来也因他们更精彩。
　　如今，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圳地区生
产总值已增至 2.77 万亿元，位居亚洲城市
第 5 位。
　　铸造经济特区全球典范，深圳正在分
享经验，助力区域、全国，乃至世界的发展。
　　从深圳放眼粤港澳大湾区，这里群星
璀璨，连城一片。深圳市民中心附近有一座
莲花山，在 100 多公里外、中间隔着惠州
市的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也有一座莲
花山，那里将布局生态康养小镇。为推动区
域协调发展建立的特区“飞地”深汕，正架
起大湾区与粤东西北的经济“桥梁”。
　　从深圳放眼全国，经济特区正以自己
的实际行动，先富带动后富。在深圳对口帮
扶广西百色建设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深圳小镇”，楼房整齐、道路宽敞。依托扶
贫政策支持，百色市乐业县花坪镇运赖村
村民简得岳成立扶贫车间，承接来自东部
的电子产品加工订单，并带动上百户搬迁
户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从深圳放眼全世界，中国经济特区的
经验正在复制分享。如今，“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的宣传牌，矗立在白俄罗斯
的中白工业园。这里紧邻明斯克国际机场，
是白俄罗斯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由招商
局集团参与开发建设，有“一带一路”明珠
项目之称。
　　“跟党一起奋斗。”平均年龄 33 岁的
深圳人，正扛起经济特区的红旗，朝着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
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
范例。　  新华社深圳 3月 31 日电

　　 87 年前的秋天，江西于都河畔，一支 8.6 万人的大军
集结于此。
　　此刻，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
境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敌人的“铁桶计划”日益逼
近，意图一举歼灭中央红军……
　　红军战士们猜测着转移的方向：广东、福建，或打到南
昌。但很多人不曾料想会调转向西，从此铁流二万五千里。
　　五岭逶迤、乌蒙磅礴，展开毛泽东作于 1935 年秋的《七
律·长征》手书，这次命运攸关的远征、这段震惊世界的传奇
跃然纸上……
　　“金沙水拍云崖暖”。实际上，红军经过的江河，大多刺
骨森寒。
　　 1935 年 1 月 2 日，战斗在天险乌江打响。无法攀登的
悬崖绝壁间是 250 米宽阔江面。“八个英勇战士赤着身
子……跃入江中，那样冷的水里，泅水极感困难……”时任
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刘亚楼详细记述了渡乌江的场景。敌
军守江团长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红军水马过江，火力
非常凶猛”。
　　“更喜岷山千里雪”。雪山延绵千里，草地了无人烟，行
军艰难与粮食短缺交织。
　　“每人每天只有 2 两青稞粉，根本无法支撑体力。”红二
方面军四师十二团团长黄新廷回忆说，后卫团一路上看到
牺牲的战友，有的倒下时嘴里还嚼着吃了一半的野草；有的
牺牲时背囊里还剩下些青稞粉，他们清楚粮食有限，死前尽
量省下一点给战友……
　　像航船在大海中，即使看不到海岸，仍然方向坚定。英勇
顽强的红军将士，将巍峨高山、奔涌江河，一步步甩在身后。
　　以血肉之躯，杀出北上通道。
　　 1935 年 9 月 16 日晚，起床号划破夜空，红四团作为先
头部队向腊子口挺进。
　　“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
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聂荣臻元帅曾
这样评价腊子口的战略地位。
　　在山口如刀斧劈过一般的腊子口，敌军控制周围制高
点，凭险扼守，红军难以突破。一筹莫展时，一名苗族小战士
自告奋勇，在长竿一头绑上钩子，硬生生从绝壁一段一段攀
到山顶，15 名突击队员拽着绳索挨个攀到崖顶，迂回到敌
人后面。正面进攻的敢死队再次向敌人阵地发起猛攻，号子
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彻寂静山岭。
　　翻越艰险的山脉，跨过水流湍急的江河，突破无数关口
和封锁线。天上飞机轰炸、地上敌军围追堵截，红军靠两只
脚，长驱二万五千里。出发时始料未及的长征，终使中国革
命转危为安……
　　 1936 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毛泽东，毛泽东为
其亲笔写了《七律·长征》，后来被收录进《红星照耀中国》。在
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多次提起这首诗，也留下多幅手迹。
　　无数艰难险阻，在《七律·长征》短短 56 字中等闲飞过。
收藏于国家档案馆的毛泽东 1961 年题写的手书诗词中，有
两个“浪”字，成为最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份手书笔力遒劲，
一笔一划都在向世界宣告：为了崇高理想的征程，乘风破
浪，终会到达胜利的彼岸。
        （记者黄垚）新华社北京 3月 31 日电

　　有一位少年，名叫“云贵川”。
　　 80 多年前，他在贵州加入红军长征队伍，家中穷苦，没
有名字，战友们就给他起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名称。
　　 1935 年 5 月 29 日，血色漫天。
　　当“云贵川”等 22 名勇士踏上泸定桥桥头时，在他们面
前的，是横跨在大渡河上、闪着寒光的十三根铁索，还有把
守在桥那头的敌人军队。
　　如今，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段铁索，铭
记着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
　　天险大渡河，河水翻滚咆哮，百余米的泸定桥，早已被
敌人拆去了桥板。踩着摇晃的铁索，“云贵川”和战友们冒着
猛烈的炮火向对岸前进。
　　枪林弹雨打得铁索叮当作响，“云贵川”和战友们腰缠
手榴弹、背着大刀、手提短枪，冒死匍匐爬行。
　　抵近敌岸，敌人又在桥上燃起熊熊大火。铁锁变得滚
烫，手掌、胳膊被烫得滋滋作响，勇士们咬牙冲锋，夺下桥
头，并与后续过河的战友们奋勇杀敌，最终占领泸定城。
　　开国上将杨成武回忆说，打过这么多仗，最惨烈、最悲
壮的一幕，还是飞夺泸定桥。
　　 22 位勇士杀开血路。他们身后，千军万马走过了泸定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通过这座铁索桥，进入泸定城。
　　 5 个月后，毛泽东写下“大渡桥横铁索寒”。一个“寒”字，既
是对严峻战事的真实描述，也是对红军付出牺牲的彻骨痛惜。
　　 22 位勇士，平均年龄不过 20 岁左右，当时 4 人牺牲。
多人的身份无从考证，其中就包括“云贵川”。
　　根据战友们的描述，只知道他是一名苗族小战士，十六
七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脸带褐黑色，眼大而有神。
因从小跟着父亲在深山密林采药、打柴，攀崖涉水很内行。
后来，“云贵川”在攻克腊子口的战斗中也立下了战功。
　　他的家乡在哪个村庄，他最后的热血洒在祖国何处，他
的亲人对他有着怎样的等待和牵挂？这些都已湮没在历史
烟云中。
　　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一段段斑驳玄黑的铁索，一定见证
过勇士的青春和勇毅；今天云贵川地区人民的幸福生活，一
定如战士当年所愿。
　　有人说：“长征是一群年轻人来完成的”。长征路上，红
军战士平均年龄不足 20 岁，平均每 300 米就有一名红军牺
牲。无数人像“云贵川”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来不及留
下只字片语，都是无名英雄。
　　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云贵川”是一个人，
更代表一群人。他们有名或无名，都会被我们铭记。他们的
英雄壮举，将永远铭刻在历史丰碑上。
             （记者姜琳）新华社北京电

铁流二万五千里

铁索铭记少年魂

本报记者许舜达

　　讲好一个红色故事、接过一根“红色”
扁担、唱响一首红色儿歌……近日，浙江省
衢州市衢江区在中小学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当地各个校园里
流淌。

讲好一个红色故事

　　“家里不断的变故让林维雁产生辍学的
念头，关键时刻父亲点醒了她。最后，林维雁
考入暨南大学……”3 月 31 日，衢江区实验
小学的林维雁烈士纪念馆内坐满了学生。该
校老师舒丽霞拿着一本名为《红雁之歌》的
书，正在为同学们讲述林维雁的故事。林维
雁是衢江区实验小学的校友代表。1949
年 4 月，林维雁为衢州解放而英勇牺牲。
　　作为一所创立于 1906 年的百年名
校，衢江区实验小学做了很多红色传承的
努力。以林维雁为素材，已开发校本课程

《红雁》和连环画《林维雁》，在此基础上，学

校又编写了《红雁之歌》。该校校长邵建刚
介绍，从去年寒假开始，学校组织十多名老
师搜集、整理相关资料，编写了这本《红雁
之歌》，里面收录了 16 个和林维雁有关的
故事。“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通过讲述一
个个生动的小故事，让学生走近林维雁，更
深刻地感受她身上所凝聚的革命精神，以
培育孩子们的家国情怀。”
　　“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
习，以后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该校
五（2）班的刘晨亦这样说。

接过一根“红色”扁担

　　“今天我收到的礼物是无价的。”3 月
27 日，在衢州第三中学举行的成人典礼现
场，高三年级学生郑德清泪流满面地抱着
母亲说，“我要把它放在书桌旁，时刻提醒
我已长大成人。”
　　郑德清收到的是一根竹竿扁担。竹竿
的竹节已经被打磨得很光滑，上面是郑德
清妈妈亲手写下的赠言。

　　一周前，郑德清妈妈接到班主任通知，
要为孩子准备一份成人礼。她开始琢磨，儿
子总说不想长大，送一份什么样的礼物才
更有意义呢？农闲时郑德清妈妈喜欢看书，
尤其喜欢看跟毛主席相关的书。“小时候学
过‘朱德的扁担’，被这个故事深深感动。”
她想到了竹竿扁担，毛竹寓意着质朴、担
当、虚心和奋进，扁担能挑起重担。
　　郑德清妈妈跑到山上，精心挑选了一
根粗细适中的竹子，又细心打磨成一根扁
担。“希望儿子能学习革命先辈们艰苦奋斗
的精神，心怀责任、挑起重担，做一个有理
想、能吃苦，对社会有用的人。”
　　“妈妈常会给我讲万里长征的故事。我
渐渐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郑德清说，
接过这根扁担，迈过成人礼的大门，他会勇
敢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做一个有担
当、有勇气的新时代青年。

唱响一首红色儿歌

　　“爷爷问我，最喜欢什么颜色？我甜甜地

说，最喜欢红色！”这些天，不论是早晨到校
时间、中午休息时间，还是音乐课时间，衢江
区第二小学的校园里时常回响着一首动听
的歌曲。这是学校老师们携手创作的一首适
合孩子们演唱的歌曲———《最喜欢的颜色》。
　　今年 1 月底，学校决定结合建党百年创
作适合小学生唱的红歌。歌词围绕红船、党
旗、红领巾等共有的颜色——— 红色，将百年党
史贯穿起来，再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赋予其
故事性，富有活力，同时具有校园歌曲特征。
　　学校在新年开学仪式上举行了歌曲发
布仪式，并在全校推广。在教唱过程中，音
乐老师会结合歌曲中的红色元素，为孩子
们讲述建党百年的故事。
　　“这首歌非常动听，我学会这首歌后，
把它唱给家人听，大家都很喜欢。”该校六
年级学生王徐越说。
　　走一次红军路、剪一个红军形象……
衢江区的 36 所中小学，校校都有党史学
习教育的“良方”，引导青少年深刻理解红
色故事印刻的精神密码，并融入血脉。
        （参与采写：金露茜）

接过“红色”扁担唱响红色儿歌，衢江党史教育进校园

红红旗旗耀耀特特区区  全全球球铸铸典典范范
四四十十年年变变革革不不息息的的““深深圳圳奇奇迹迹””

2020 年 9 月 11 日拍摄的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  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广东深圳市蛇口工业区办公大厦旁设立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
牌（资料照片 1 984 年 5 月 5 日发）。        新华社记者徐佑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