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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环绕，赤水汩汩。四
川省泸州市古蔺县，一个创造
奇迹的地方。

二郎滩渡口、太平古镇、二
郎镇天宝洞、四渡赤水太平渡
陈列馆⋯⋯行走在古蔺，一处
处红色印记诉说着当年传奇的
长征历史。1935 年，中国工农
红 军 在 古 蔺 境 内 转 战 54 天

（一、二、四渡赤水在古蔺发
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
这里指挥了举世闻名的四渡赤
水战役，取得了长征战略转移
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赤水河，既是一条“英雄
河”，又是一条“美酒河”。80
多年前，红军在古蔺血战突围，
留下了荡气回肠、惊心动魄的
一页；80 多年后的今天，当地
干部群众继承长征精神，不忘
初心、继续前进，构建以酒业为
引领的经济发展体系，将“红色
文化”变为“红色资本”。

9 月末，记者在郎酒两河
口酿造基地看到一片繁忙的工
作景象。“郎酒的主要产地在
古蔺县二郎镇，它是红军二
渡、四渡赤水战略要地和革命
老区，长征时期二郎镇‘百姓
美酒劳军’的佳话传颂至今。
那时，红军长途跋涉、艰辛疲
惫，老百姓不仅用美酒犒劳红
军，还拿出美酒当‘酒精’给
打仗受伤的红军消毒并擦拭伤
口；而红军离开古蔺后，也将
郎酒的口感和功效口口相传，
扩大了郎酒的影响力和知名
度。郎酒与红军的故事源远流
长。”四川省古蔺郎酒厂副总
经理沈毅说。

沈毅介绍，郎酒集团正积
极有序推进中国最大的酱香酒
生产基地建设，目前酱香原酒
年产达 3 万吨，优质酱香原酒
储存量达 12 万吨，郎酒的品
牌价值达到448.59亿元。“目前，我们采取多种渠道进行郎
酒的品牌传播。一是‘走出去’，通过电视、网络、户外、
报纸等媒介宣传郎酒；二是‘请进来’，主动邀请消费者走
进郎酒集团，参观天宝洞、美酒河，做足酱香型白酒文化文
章，品味郎酒文化特色。”

发展白酒产业是古蔺由“红色文化”变成“红色资本”的重
要抓手。古蔺县委书记李万忠表示，要把古蔺建成中国酱香
酒谷核心区。依托四川长江上游白酒经济带建设和中国白酒

“金三角”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赤水河谷优质酱酒原产地优势，
全力打造优势优先、集群集聚的酒业发展新格局。

大力发展白酒产业是古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站上新台阶
的一个缩影。如今，行走在这片被革命先烈鲜血染红的沃土
上，令人兴奋的新景象俯仰皆是：大寨苗族乡富民村脱贫攻坚
卓有成效，太平镇长征街、二郎镇红军街等红色旅游景点游人
如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面和参与度逐年提
升，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

穿过历史的烽烟，古蔺干部群众在这片红土地上再次迸
发新活力，古蔺正迈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脱贫攻坚
的新征程。

四川古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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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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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华林

红二十五军于1931年10月在安徽六安建立。1932年
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留下红二十五
军一部坚持斗争。同年11月，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红
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重建。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
2980多人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1935年9月长
征到达陕北后与陕甘红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
五军团，以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
长兼参谋长。11月，红十五军团归入红一方面军序列。

红 二 十 五 军 长 征 序 列

1935年1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在二郎滩一渡赤水进入
泸州古蔺开始，长征史上四渡赤水战役从此拉开序幕。红军
长征四渡赤水72天，其间转战古蔺境内54天，几经转战到达
川西高原。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
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
定性运动战役。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中央红军
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
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三个月六次穿越三条河流，转战川
贵滇三省，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围剿之间，不断创
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取得了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

四渡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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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清 气 正 过 佳 节

“以前小区停满了公家的小车。”甘
肃张掖市甘州区佛城社区退休党员毛秀
芳说。针对“公车私用”，她对甘肃省委
的明察暗访组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自从
有了“八项规定”，如今门前车少了，送
礼的人也看不见了。

近日，甘肃省委派出五个明察暗访
组赴各市州、省直单位、省属企事业单
位，对各地各部门“双节”期间贯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双十
条”规定情况进行明察暗访。甘肃省委
第一明察暗访组在督察各级单位的同
时，走进张掖市甘州区南街佛城社区，
就基层群众对发生在身边的不正之风以
及对“四风”问题的感受和意见，与广
大社区居民座谈交流。

明察暗访组还亮明身份，深入当地

机关单位、乡镇、街道社区和政务大
厅，通过看、问、察对机关公职人员到
岗情况、工作作风、办事效率、服务态
度和质量等有关“四风”问题进行集中
检查，对各地发现的问题及时指明，并
提出改进的意见。对有关问题线索，督
察组移交给有关部门办理查处，一旦核
实将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甘肃武威市纪检监察部门在国庆前
夕通报了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的典型案例，并印发 《关于国庆
期间严明纪律加强作风建设的通知》，
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紧盯节点早介入、早提醒，及时
向党员干部发信号、打招呼，教育党
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

转眼间，“十一”假期已经过半。微信
朋友圈里，除了晒美食照、旅行照的，还有
更多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的内容。这些重温
共和国成长历程的信息，成为国庆假期里，
一股温暖人心的力量。

在北京，很多人的国庆假期是从微信
朋友圈里国庆知识问答开始的。“85 后”的
于季就是其中一位。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
人，当他看到北京移动 10086 微信公众号
推出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67 周年活动——

“祖国母亲知多少？”时，第一时间就转发到
微信朋友圈。

“转发是觉得这个活动跟以往众多公
众号圈粉送红包不一样，让我们在参与中
能重温祖国的发展历程。”于季告诉记者，
题目里有“我国在哪一年成功举办了奥运
会”这样众所周知的问题，也有“新中国第
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名字”“天安门广场升
旗时每月哪三天有军乐队奏国歌”这样需
要调动知识储备，查一查想一想的题目。

“重温共和国发展历程增强了自己对国家
的认同感。”于季说。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
年，有关长征的故事和知识问答，也成为微
信朋友圈里时常出现的内容。来自甘肃的
罗建业在北京工作多年，国庆假期，他把关
于长征知识问答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分
享到家庭微信群。“提到长征，很多人都会
提到甘肃会宁，那里是红军会师的地方。
长征已经过去80年，我觉得和家人一起重
温那段历史很有意义。价值观和理想信念
教育非常重要，希望我的孩子能把这份记
忆传承下去。”罗建业说。

山东曲阜市突出问题导向，增强
刚性约束，严查国庆假日期间“四
风”问题。

国庆节前，曲阜市纪委提醒全市干
部带头遵守各项作风纪律，管好家属及
身边人；要求全市各镇街、部门单位主要
负责人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组织好本单位节日期间的督察活动，
达到层层传导压力，压实主体责任的目
的。同时，发挥全市100名“四风”监督
员作用，加大对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
款吃喝等问题的群众监督力度。

10 月 1 日一早，曲阜市纪委党风

政风监督室负责人带队，连同“四风”监
督员一起，来到市交警大队指挥中心，
将全市公务车辆号码输入指挥中心数
据库，“天网”系统开始自动对公务车辆
运行轨迹进行跟踪，凡是未经批准擅自
动用公车的，“天网”一经发现立即拍照
取证。

严查国庆假日期间“四风”问题，曲
阜市将检查范围拓展到基层站所及银
行、通讯业窗口单位。截至目前，共检
查镇街和市直部门 31 个、旅游景点 6
处、饭店 25 家、停车场 11 处，保持正风
肃纪，严防“四风”问题反弹。

将公款旅游花费转嫁给其他单位；
把大操大办化整为零不记账、不办席直
接收礼金；以“借用”为名占用单位车辆
⋯⋯今年国庆、中秋节前后，这些隐形、
变异的“四风”问题，在黑龙江得到严厉
查处。

黑龙江省粮油卫生监测站被查出
购买中高档烟酒 9.8 万元、违规公款送
节礼 26.6 万元、违规发放奖金和福利
8.1 万元。查处后，站长被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给予副站长党内警告处分；龙
煤集团地勘公司董事长违规使用超标
车，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超标车被封存；

苇河林业局某科长违规操办女儿婚宴，
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对工作时间参加婚
宴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并通报；集贤县法
院某庭长公车私用发生交通事故，给予
记大过处分；黑龙江省地税局某干部公
款旅游，报销费用2200元，给予行政警
告处分。

据哈尔滨市纪检委负责人介绍，当
前，全市严查“四风”问题，针对一些党
员干部在“四风”方面存在的苗头性、倾
向性问题，及时采取“点穴式”提醒等有
针对性的教育方式，变事后处理为事前
防范，防患于未然。

北京：
“红色记忆”刷微信

本报记者 杨学聪

甘肃：督察防范“节日病”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黑龙江：严防隐患查“四风”
本报记者 倪伟龄

早在 9 月初，内蒙古自治区就
下发关于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营造
中秋、国庆良好节日氛围的通知，
在各级党政机关“做减法”。围绕贯
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内蒙古
自治区28条配套规定，严格督察违
规发放津贴补贴奖金、公款宴请赠
送、非公务接待、婚丧喜庆大操大
办、出入会所等行为，尤其针对微
信发红包等隐形、变相违规行为明
察暗访、异地督察，加大执纪问责
力度，拧紧了正风肃纪螺丝。

中秋、国庆两节期间，内蒙古
先后出台了 4 个文件，进一步健全
特困人员救护供养制度，实施光伏
发电扶贫，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建立健全困难劳模帮扶机

制。同时，全区38名省级干部每人
联系一个贫困县，367 名盟市级领
导干部联系 369 个贫困苏木乡镇，
1129 名旗县级领导干部联系 2000
个贫困嘎查，结对联系群众 43973
户，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做加
法”。

在呼和浩特，放假游园的干部
群众更多地选择了“廉政公园”，在
主题公园里接受廉政文化熏陶。一
向以高雅高端定位的春雪四季酒店
节日期间排满了家庭聚会。在鄂尔
多斯，许多干部节日期间奔忙在秋
收一线。“如果说过去可能存在公车
私用的情况，现在已完全转为‘私
车公用’。”准格尔旗委外宣办干部
任云说。

山东曲阜：刚性约束过佳节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梅 花

内蒙古：加减法里迎祥和
本报记者 陈 力

早在中秋节前，吉林省纪委就印
发了 《关于坚决纠正“四风”确保中
秋国庆廉洁过节的通知》，对中秋国庆
期间纠正“四风”工作作出安排部
署。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两
节”期间纠正“四风”工作作为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的一项重要内

容，结合贯彻落实一“准则”二“条
例”，通过多种形式向党员干部发信
号、打招呼、提要求，严明纪律规
定，营造崇廉尚俭的节日氛围。

国庆期间是否公车私用？长春市二
道区纪委到 17 个公车停放地点进行了
专项检查。包括检查公车封存停驶情

况，逐一对照查看车辆停放情况；未停
放在指定地点的，逐一查明去向；以及
查看各单位是否建立公车使用登记备
案制度。

四平市纪委对国庆期间委局机关
纪律作风提出明确要求，不该去的地
方不去、不该吃的饭不吃、不该说的

话不说、不该拿的东西不拿，不得以
纪委名义办私事、接受吃请，更不允
许公车私用。

吉林市永吉县纪委针对易发多发
的“节日病”，抓早抓小，提前预防，
采取宣传教育、明察暗访、严格监
督、严肃问责等方式，抓住传统节日
关键节点，重点检查以下各方面问
题，包括：收送商业预付卡、土特
产、月饼等节礼问题；在单位食堂、
宾馆、培训中心、农 （山） 庄等隐蔽
场所公款吃喝、聚会宴请，以及公务
接待违规饮酒问题等。

吉 林 ：持 续 加 压 保 廉 洁
本报记者 李己平

上图 10 月 4 日，家长和小朋友在安徽省

地质博物馆恐龙厅参观。当日是国庆假期的第

四天，许多合肥市民选择前往安徽省地质博物

馆参观，了解地球地质和生命的演变过程。

新华社记者 张 端摄

右图 10 月 4 日，山东东营刁口边防派出

所的边防民警在流动图书馆浏览图书。为进一

步推动军地共建工作，满足广大边防官兵的精

神文化需求，国庆节期间，山东东营利津县文化

馆设在当地边防派出所的流动图书室投入使

用，为官兵提供学习娱乐的平台。

张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