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初心担使命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杜家毫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启

动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到中央红军长

征出发地江西于都考察调研，向全党发出

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重整行装再出发的

号召。其中蕴含的特别意义在于，今天中

国的进步和发展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长

征精神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湖南是红军长征历时最久、行程最长、牺

牲最惨烈的省份之一，留下了中央红军、

红六军团、红二军团等浴血征战 16个多

月、辗转9个市州48个县（市、区）的红色

足迹，谱写了一阙阙感人肺腑、荡气回肠

的英雄史诗。作为长征先遣“西征”誓师

地、重要战略策应地和胜利转折关键地，

从红军长征中汲取守初心、担使命的奋进

力量，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是我们这一代

湖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是理

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标注信仰高度、彰

显信仰力量的精神范本。在艰苦卓绝的

长征途中，党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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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保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为之动容、多次彰扬的“断

肠将军”湖南籍烈士陈树湘，长征中被俘

后宁可断肠也不断脊梁，以“为苏维埃新

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壮举诠释了信仰

信念的力量。靠着这种信仰信念，党和红

军不仅翻越了千山万水，而且翻越了把马

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的错误思想障碍，迈出

了独立自主走适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

决定性一步，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新征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好新时代

长征路，就要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持让

真理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引我们的理想、

坚定我们的信念。按照“往深里走、往心

里走、往实里走”的要求，持续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真正将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

马克思主义扎根在头脑深处、落实到实际

行动。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提

出的“精准扶贫”“一带一部”“三个着力”

“守护好一江碧水”等重要指示要求，不折

不扣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使之在三

湘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不

要丧失了革命精神，是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题中之义。红军长征一次次绝境重

生并最终创造难以置信的人间奇迹，就

在于我们党领导红军敢于“压倒一切敌

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牺牲精神和顽强革

命斗志。在湖南这片土地上，当年红六

军团为了给中央红军“探路调敌”，80 余

天转战 18 个县市区、奔袭 5000 多里，从

“敌军围困万千重”中杀出一条血路；红

二、红六军团会师后毅然发起湘西攻势，

吸引牵制近 20万国民党军，彻底打乱敌

人围追堵截中央红军主力的军事部署

……无不生动展示了敢于牺牲、敢于胜

利的革命精神。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这个目标决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从湖

南来看，我们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前

所未有，这是更为严峻复杂的挑战。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就

要继续保持红军长征时那么一股革命热

情和拼命精神，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奋力把湖南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坚持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着力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扎实推

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抓好产业项

目建设，在攻坚克难中推动湖南高质量

发展，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

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

人。”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湖南汝城县沙洲

村时，3 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

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

给老人。一直惦记着三位女红军的徐解

秀老人后来饱含深情地说了这番话。“半

条被子”的故事，真实反映了一部红军长

征史就是一部党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

相通、生死与共的历史，也生动诠释了我

们党“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的初心和恒心。历史走到

今天，生活在湖南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三

湘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但人民群

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的很多问题还

没有完全解决好。全省还有 20 个贫困

县、80多万贫困人口没有脱贫摘帽，城镇

也有不少困难职工，改革转型给部分劳

动者带来了阵痛，人民群众反映的揪心

事烦心事闹心事还有不少。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就要牢记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真挚的人民

情怀滋养初心，以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

初心，真正把群众观念和群众路线深深

植根于思想中、具体落实到行动上。大

力弘扬“半条被子”精神，从人民群众关

心的事情做起，坚决不搞劳民伤财的形

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用心用情

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所有三湘父

老都能致富奔小康、过上好日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到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

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二万五千里长

征，是党领导的红军用钢铁纪律、模范行

动赢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支持的力量

之战、人心之战。在“第一军规”颁布地和

红六军团长征“西征”誓师出发地的湖南

桂东沙田镇，至今流传着红军“夜宿梨山、

秋毫无犯”的佳话；在汝城延寿瑶族乡，红

三军团筹措粮食的“一张借据”故事口耳

相传。正是透过党和红军纪律如铁的实

际行动，老百姓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决

心。打铁必须自身硬。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就要以勇于自我

革命的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

题，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动党的各项建

设，坚决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

的纯洁性的行为作斗争，不断提高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注重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带动作用，从

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做起，促进全省广大

党员干部尊崇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破除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以上率下推动形成

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

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将伟大

长征精神转化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不竭动力，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

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

之心，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新时代长征

路、走向更远更光辉的未来。

长 征 史 上 壮 丽 一 页
本报记者 刘 麟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
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记者再
走长征路，再一次真切感受到
了长征中红军始终坚持为了群
众、依靠群众、与群众保持血肉
联系的高尚情怀。

1934 年 8 月，湖南桂阳县
燕山一带，黄澄澄的梨子散发
着芳香。18日这天，冒着酷暑
急行军至此的红六军团指战员
已口渴腹饥。当晚，指战员们
在梨树下露宿，谁也没摘一个
梨；中央红军路过湖南通道县
新寨村，在吴美才家歇脚烧饭，
不小心打破了一个土窑碗，就
悄悄地在桌上留下一个洋瓷
碗，还留下了一张纸条：“老乡，
碗被我们弄破了，留下这个洋
瓷碗赔你，请原谅”。

1934年9月12日，一支头
戴八角帽、上佩红五星的军队
从海拔 1700 米的乌鸡山来到
湖南绥宁县黄桑营上堡。见这
些军人足不入户、露天而宿，不
惊扰百姓，村民杨启栋打开房
门探究竟。军人告诉他，我们
是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队
伍，是为工农谋利益、求解放
的。并让他喊乡亲们去割马肉
吃，因为红军的一匹军马在附
近摔死了。杨启栋忙把红军请
进屋，让他们歇脚，自己招呼邻居一同去割马肉。待他拎
着马肉回到家时，红军已离开，屋子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只是灶屋里的金瓜少了半个。家人告诉他，红军吃了半
个金瓜要给钱，家人不肯接。他拿起剩下的半个金瓜，6
个铜板掉了出来——原来，红军把买瓜的钱放在了瓜
里。杨启栋感叹着走出屋，向乡亲们说了这件事。村里
人一碰头，才知道近万名红军过境，仅动了那半个金瓜，
还留下了6枚买瓜钱。

一条“红”棉裤，暖了三代人。城步县长安营乡是红军
长征经过之地，红军在此过境时间长达10余天。长安营
乡长坪村农民周旺华家里的木箱底，至今还珍藏着一条红
绸包裹着的腰围2.5尺、长2.9尺、裤头上有一枚红五角星
扣子的米黄色棉裤。1934年12月初的一天清晨，周旺华
的爷爷周世忠家来了7名红军，请求借灶煮食，周家一贫
如洗，随即生火煮了一鼎苞谷和红薯。吃完，一位红军付
了饭钱后，见周世忠单衣单裤且满身褴褛，就把自己唯一
的一条棉裤塞在他手里匆匆出了门。这里山高水冷，天寒
地冻，这条棉裤成了周世忠最好的御寒衣物。他生怕把棉
裤挂破，更担心被当地反动民团没收，只有在家时才悄悄
穿上它，并把它当作“传家宝宝””代代传下来代代传下来。。

一杆一杆““红军秤红军秤””，，称出公平心称出公平心。。19341934年年 1212月月，，一位红一位红
军首长受了重伤军首长受了重伤，，身体十分虚弱身体十分虚弱，，在通道一乡村宿营时在通道一乡村宿营时，，
警卫员发现寨尾一位老婆婆家养有老母鸡警卫员发现寨尾一位老婆婆家养有老母鸡，，想买一只给想买一只给
首长补身体首长补身体，，老婆婆说没有秤老婆婆说没有秤，，硬要送只鸡给红军硬要送只鸡给红军。。警卫警卫
员在屋子里寻了个遍员在屋子里寻了个遍，，终于找到一杆无砣的秤终于找到一杆无砣的秤。。他灵机他灵机
一动一动，，把腰间的一个手雷拿出来当秤砣把腰间的一个手雷拿出来当秤砣，，在秤准星上一试在秤准星上一试
正适合正适合，，于是把捉来的鸡挂在秤钩上一称于是把捉来的鸡挂在秤钩上一称，，不多不少不多不少，，刚刚
好三斤重好三斤重。。警卫员付给老婆婆一块银元警卫员付给老婆婆一块银元。。后来后来，，红军又红军又
经过安全处理经过安全处理，，把这枚把这枚““手雷手雷””改成了秤砣改成了秤砣，，为为““秤不离砣秤不离砣””
的这杆秤配了对的这杆秤配了对。。为了纪念红军为了纪念红军，，人们将这杆秤命名为人们将这杆秤命名为

““红军秤红军秤””。。如今如今，，这杆秤收藏在这杆秤收藏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通道转兵纪念馆””。。
军爱民军爱民，，民拥军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军民团结如一人。。红军与人民群众红军与人民群众

生死相依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患难与共，，人民与红军血肉相连人民与红军血肉相连、、鱼水相依鱼水相依。。
中央红军进入湖南中央红军进入湖南，，所到之处所到之处，，群众都夹道欢迎群众都夹道欢迎，，沿村沿沿村沿
路的墙上树上都贴满了路的墙上树上都贴满了““欢迎红军欢迎红军””等标语等标语，，一名红军宣一名红军宣
传员触景生情传员触景生情，，即兴赋诗即兴赋诗：：““夕阳鞭炮响夕阳鞭炮响，，战士跨拱桥战士跨拱桥，，乡乡
亲迎接我亲迎接我，，后会期不遥后会期不遥。。””湖南人民也踊跃参军湖南人民也踊跃参军，，““吃菜要吃菜要
吃白菜心吃白菜心，，当兵就要当红军当兵就要当红军””成了当时流行三湘大地的佳成了当时流行三湘大地的佳
话话，，红二红二、、红六军团突围长征前红六军团突围长征前，，扩红扩红11..22万多人万多人，，大庸一大庸一
县就有县就有 50005000 多人报名参军多人报名参军。。史载史载，，红军长征途经湖南红军长征途经湖南
期间期间，，全省有数万名青年踊跃参加红军队伍全省有数万名青年踊跃参加红军队伍。。

图为人们在游览红军长征翻过的老山界。1934 年 12

月，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强突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于12月5

日从广西资源县进入湖南城步县。8日，红三、五、九军团经

五团茶园，翻越老山界到达南山宿营，后取道长安营入通道

县。老山界全长30华里，最陡峻的有5华里。当年红军翻过

老山界到达大南山时，当地百姓无不惊讶，都说红军是神兵

天降。 本报记者 刘 麟摄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人物研究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人物研究
处处长朱柏林从处处长朱柏林从““红六军团西征到湘西红六军团西征到湘西””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在湖南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在湖南”“”“红二红二、、红六红六
军团从湖南出发长征军团从湖南出发长征””33个方面个方面，，满怀深满怀深
情地介绍了红军长征在湖南创造的人间情地介绍了红军长征在湖南创造的人间
奇迹奇迹——

19341934 年年 88 月月，，红六军团告别了休戚红六军团告别了休戚
与共的湘赣革命根据地人民与共的湘赣革命根据地人民，，““奉命西奉命西
征征””，，经经““桂东誓师桂东誓师””，，然后然后““迂回湘南迂回湘南，，抢抢
渡湘江渡湘江”“”“转战湘西南转战湘西南，，会同红二军团开会同红二军团开
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辟新的革命根据地””。。99月月1515日日，，红六军红六军
团十八师行至通道县松木桥小水村大坡团十八师行至通道县松木桥小水村大坡
界下界下，，遭遇敌军主力袭击遭遇敌军主力袭击。。敌军凭借对敌军凭借对
地形的熟悉地形的熟悉，，抄近路将正从此处匆匆经抄近路将正从此处匆匆经
过的大部队截为两段过的大部队截为两段，，企图一举吃掉红企图一举吃掉红
军军。。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冲出包围圈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冲出包围圈，，红红
军派出一个排的兵力杀出一条血路军派出一个排的兵力杀出一条血路，，并并
拖住了数倍于自己的敌军主力拖住了数倍于自己的敌军主力。。为了掩为了掩
护红军主力突围护红军主力突围，，激战中激战中，，许多战士牺牲许多战士牺牲
了了，，只剩下了只剩下了 88 名勇士名勇士，，子弹打光了子弹打光了，，阵阵
地上的石头也砸光了地上的石头也砸光了，，300300 多名敌军从多名敌军从
后面冲上来切断了退路后面冲上来切断了退路，，前面是前面是5050多米多米
高的悬崖峭壁高的悬崖峭壁，，这八位勇士手挽手高呼这八位勇士手挽手高呼

““红军万岁红军万岁””跳下悬崖跳下悬崖，，全部壮烈牺牲全部壮烈牺牲，，史史
称称““小水八勇士小水八勇士””，，在红军长征史上写下在红军长征史上写下
了壮丽的一页了壮丽的一页。。史载史载，，红六军团突围西红六军团突围西
征征，，历时历时 8080 多天多天，，跨越敌占区跨越敌占区 50005000 多多
里里，，为中央红军长征探明了敌情为中央红军长征探明了敌情，，开辟了开辟了
前进的道路前进的道路。。

““湖南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最初选定湖南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最初选定
落脚的省份落脚的省份。。””朱柏林介绍朱柏林介绍，，中央红军中央红军
长征初期长征初期，，在湖南先后经历了在湖南先后经历了““进军湘进军湘
南南，，连破敌人第二连破敌人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第三道封锁线””

““奔袭道县奔袭道县，，抢占蓝山抢占蓝山”“”“宁远溃敌宁远溃敌，，抢抢
渡潇水渡潇水”“”“血战湘江血战湘江，，道县悲歌道县悲歌”“”“通道通道
转兵转兵，，化险为夷化险为夷””。。从先头部队从先头部队19341934年年
1010 月月 3030 日抵达汝城日抵达汝城，，到到 1212 月月 1414 日在日在
通道转兵入黔通道转兵入黔，，中央红军长征在湖南历中央红军长征在湖南历
时一个半月时一个半月，，途经湖南途经湖南 44 个市州个市州 1616 个个
县县 （（市市、、区区），），连续突破敌人连续突破敌人 44 道封锁道封锁
线线，，在崇山峻岭在崇山峻岭、、大江大河中与敌人殊大江大河中与敌人殊
死搏斗死搏斗，，浴血奋战浴血奋战，，谱写了惊天地泣鬼谱写了惊天地泣鬼
神的英雄战歌神的英雄战歌：：湘江战役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是关系中央
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也是长征以也是长征以

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2929 岁的岁的
陈树湘任师长的红三十四师陈树湘任师长的红三十四师，，是红军的是红军的
总后卫总后卫，，面对敌人的三面疯狂进攻面对敌人的三面疯狂进攻，，指指
战员们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一道又一道城战员们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一道又一道城
墙墙，，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鏖战了四天四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鏖战了四天四
夜夜，，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过了湘江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过了湘江，，而而
自己的渡江之路却被敌截断自己的渡江之路却被敌截断。。陈树湘在陈树湘在
船上指挥战斗时腹部受了重伤船上指挥战斗时腹部受了重伤，，仍毅然仍毅然
走下担架组织剩下的百余勇士突围走下担架组织剩下的百余勇士突围，，终终
因伤势过重被捕因伤势过重被捕，，敌军急令抬着敌军急令抬着““红军红军
师长师长””进城邀功进城邀功，，担架上的陈树湘趁敌担架上的陈树湘趁敌
不备不备，，从腹部伤口抠出自己的肠子从腹部伤口抠出自己的肠子，，拼拼
尽自己仅存的一点力气将肠子绞断尽自己仅存的一点力气将肠子绞断，，壮壮
烈牺牲烈牺牲，，践行了他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为苏维埃新中国流
尽最后一滴血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的铮铮誓言。。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湖南城步县湖南城步县
境内的老山界是红军翻越的第一座最难境内的老山界是红军翻越的第一座最难
爬的高山爬的高山。。老山界山高林密老山界山高林密，，谷深坡谷深坡
陡陡，，蚊虫遍地蚊虫遍地，，虎狼横行虎狼横行，，红军突破敌红军突破敌
人的重重封锁人的重重封锁，，翻越了老山界这一天翻越了老山界这一天
堑堑，，转战桂黔转战桂黔，，随军行动的陆定一在此随军行动的陆定一在此
留下了千古名篇留下了千古名篇 《《老山界老山界》。》。新中国成新中国成

立后立后，，这里设立了中南五省海拔最高的这里设立了中南五省海拔最高的
国防哨所国防哨所，，被中央军委誉为被中央军委誉为““高山红高山红
哨哨””。。如今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高高
山红哨已被裁撤山红哨已被裁撤，，但是但是，，老山界这座永老山界这座永
不磨灭的历史丰碑不磨灭的历史丰碑，，高山红哨这道坚不高山红哨这道坚不
可摧的堡垒可摧的堡垒，，它们和丹口莲花桥的红军它们和丹口莲花桥的红军
烈士墓烈士墓、、长安营的红军烈士纪念碑一长安营的红军烈士纪念碑一
道道，，共同构筑了湖南城步县这一方热土共同构筑了湖南城步县这一方热土
的红色经典的红色经典，，传承着艰苦奋斗传承着艰苦奋斗、、一往无一往无
前的长征精神和百折不挠前的长征精神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自强不息的
民族精神民族精神。。

以红二以红二、、红六军团为基础组建的红红六军团为基础组建的红
二方面军二方面军，，是参加长征的是参加长征的33大主力之一大主力之一，，
其长征是从湖南开始的其长征是从湖南开始的。。19341934年年 1010月月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红二红二、、红六军团发红六军团发
动湘西攻势动湘西攻势，，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
地地，，牵制了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人牵制了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人。。19351935
年年1111月月，，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红二红二、、红红
六军团从湘西出发六军团从湘西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踏上了战略转移的
征程征程。。““决策远征决策远征，，挺进湘中挺进湘中”“”“迂回转战迂回转战，，
出湘入黔出湘入黔”“”“留守湘西留守湘西，，孤军奋战孤军奋战””……历……历
时时 22个月个月，，转战数千里转战数千里，，于于 19361936年年 11月月 99

日日，，全部撤离湘境全部撤离湘境，，成功进入预定地区成功进入预定地区，，
胜利完成向黔东地区转移的第一步战略胜利完成向黔东地区转移的第一步战略
任务任务，，充分显示了英勇无敌充分显示了英勇无敌、、奋斗献身的奋斗献身的
伟大精神伟大精神。。

彪炳史册的彪炳史册的““木锯截臂木锯截臂””故事就发生故事就发生
在红二军团在红二军团。。19351935 年年 1111 月月 2222 日日，，担任担任
前卫的红二军团五师在湖南绥宁遭遇强前卫的红二军团五师在湖南绥宁遭遇强
敌敌，，已经已经 55 次负伤的师长贺炳炎在枪林次负伤的师长贺炳炎在枪林
弹雨中又一次负伤弹雨中又一次负伤，，右臂被子弹打得只右臂被子弹打得只
剩下皮和几根筋连着肩膀剩下皮和几根筋连着肩膀。。必须截肢必须截肢！！
医生从老乡那里借来一把锯木头的锯医生从老乡那里借来一把锯木头的锯
子子，，可没有麻醉药可没有麻醉药。。““关云长还能刮骨疗关云长还能刮骨疗
毒毒，，何况我是共产党员何况我是共产党员！！””他要求医生把他要求医生把
他绑在一块门板上他绑在一块门板上，，找了块毛巾塞在嘴找了块毛巾塞在嘴
里……里……22 小时小时 1616 分过去分过去，，炸开的烂臂上炸开的烂臂上
的骨头肉皮被木锯锯下来了的骨头肉皮被木锯锯下来了，，贺炳炎痛贺炳炎痛
昏了几次昏了几次，，嘴里的毛巾被他咬成了碎嘴里的毛巾被他咬成了碎
片片。。时任红二时任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兼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兼红二
军团军团长的贺龙用一块毛巾包起了贺军团军团长的贺龙用一块毛巾包起了贺
炳炎锯下的骨头炳炎锯下的骨头：：““这是我们党的好儿子这是我们党的好儿子
的硬骨头的硬骨头！！””66 天后天后，，贺炳炎又勒马扬鞭贺炳炎又勒马扬鞭
驰骋沙场驰骋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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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体验长征的志愿者在湖南城步县长坪村红军长征

烈士纪念碑前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

本报记者 刘 麟摄

城步县长安营镇大寨村位于南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山脚下，是湖南（南山）六月六山歌节的发源地，为“湖南十大最美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省十大旅游名胜村”，被列入全国名村名寨保护名录、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本报记者 刘 麟摄

湖南是长征史上一个重

要省份。红六军团西征和中

央红军初期长征，以及红二、

红六军团开始长征，都在湖南

走过了艰难历程，度过了无数

个炮火连天的不眠之夜，在湖

南 9个市州 48个县（市、区），

传播了革命思想，撒下了红色

火种，创造了丰功伟绩，写下

了壮丽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