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是红军长征中活动时间最长、区
域范围最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之
一，在长征史诗中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
页。特别是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
会议，在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党
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放光辉

盛夏的贵州遵义，万木葱茏。位于该
市红花岗区子尹路 96 号的遵义会议会
址，甚为热闹。熙熙攘攘的游客争相在此
合影留念。

大门背后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两层
楼房，即遵义会议的召开之所。沿着楼房
西侧朱红色的木质红漆楼梯拾级而上，沿
走廊步行 30 余步，就到了当年房屋主人
的小客厅。在这间仅有27平方米的小房
间里，18张藤木椅子围绕在一张赭色长桌
四周，触景生情，令人感慨万千。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重点讨论总
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主持会议的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
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接着作了
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
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主动
承担责任并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
博古、李德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的发
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
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
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
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
支持。

据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
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遵义会议

“气氛紧张激烈，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
会。”最终，遵义会议作出了下列重要决
定：一是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是指定洛甫同志（张闻天）起草会议决
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
去讨论；三是政治局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
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
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
恩来同志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
心的负责者。

会议根据毛泽东等多数人在发言中
提出的意见，后来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反
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
义会议决议》），全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
剿”以来红军失败的教训，系统阐明了中
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深
刻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
错误。

遵义市长征学会副会长雷光仁说，遵
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
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
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遵义会议“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
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中国革命实现转折，与此前召开的黎平会
议、猴场会议所作的准备密不可分。

1934 年 12 月 18 日在贵州黎平召开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左”倾错误军
事路线进行了初步批评。1934年12月31
日至 1935 年 1 月 1 日在贵州瓮安猴场召
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博古、李德
的军事指挥权作出了限制，提出“关于作
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
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一线指战人
员后，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极大鼓舞
了士气。时任红军红一军团二师卫生部
政治委员的刘贤权后来在有关回忆文章

中写道，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会场上，
“不少同志咬起耳朵‘从此我们又要打胜
仗了’”。

四渡赤水出奇兵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指挥下，1935
年1月至3月间，红军先后来回四次渡过
赤水河，巧妙穿插于敌人重兵包围之中，
调动和迷惑敌人，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为了各个击破红军，国民党反动派
除了调动军队对付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
军团外，还调集约 40 万军队向遵义地区
进逼，企图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边
境地区。”贵州省四渡赤水纪念馆副馆长
袁正刚介绍，当时敌军的总兵力是红军的
10多倍，形势十分险峻。

根据遵义会议作出的“北渡长江，
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者川西北
创建根据地”的决定，红军于1月19日
分三路从遵义出发，准备从宜宾与泸州
之间北渡长江。1月下旬，红军抵达赤水
河边的土城地区时，与堵截红军的川军
遭遇。1 月 27 日，红三、红五军团及干
部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统一指挥下，
从南北两面向进占枫村坝、青杠坡的川
军发起进攻，以图围歼敌军 4 个团于狭
长的山谷里。

战斗于 1 月 28 日打响，但越打越艰
难。“由于判断敌情有误，战斗局面对红军
越来越不利。”袁正刚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面对危急形势，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
议，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令红军
于1月29日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上下
渡口等处渡过赤水河，向国民党兵力薄弱
的川南、滇东北地域前进。

2月上旬，红军部队集结云南扎西进
行整编。蒋介石见此，急调滇军、川军夹
击。为摆脱敌军，红军决定乘黔北空虚，
于 2 月 18 日至 21 日从太平渡、二郎滩等
渡口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进击黔北。2月
24日，红军击溃黔军两个连后，重占桐梓，
揭开了遵义战役序幕。此后4天里，红军
与黔军先后激战于娄山关、黑神庙、板桥
一线，于27 日再占遵义；28 日，红军与驰
援遵义的国民党中央军鏖战于红花岗、老
鸦山一线，歼其大部，并直追残敌至乌江
北岸。

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灵告诉
记者，“5天时间里，红军击溃和歼灭敌人
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
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

为报遵义战败之仇，蒋介石急忙调
兵遣将，会攻遵义。面对国民党反动派
重兵压境，中央军委决定，部队挥师西
进，打击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3 月
15日，红军在仁怀鲁班场与周浑元部激
战后，于16日至17日从茅台第三次渡过
赤水河，佯作北渡长江姿态，以调动川
滇黔三省敌军进入川南，为第四次渡过
赤水做准备。

正当各路敌军向川南疾进之际，毛泽
东当机立断，命令红军于 3 月 21 日至 22
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第四次渡过
赤水河，然后迅速调头南下，主力部队于3
月29日至31日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正
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金沙江防线的
滇军孙渡部驰援贵阳。红军摆出东渡清
水江的姿态，声东击西，趁云南兵力空虚，
于4月9日折向西南疾进云南，5月9日渡
过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
堵截。

为有牺牲多壮志

7月中旬的遵义，颇为炎热，但仍阻挡
不住人们迈向红军山烈士陵园祭奠革命
先烈的脚步。

记者在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采访时
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不时向纪念碑
敬献花篮，寄托哀思。红军山革命纪念碑
的正后方是邓萍烈士的墓地。1935 年 2
月 27 日，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的邓萍在
遵义战役前线指挥作战时，被一颗子弹击
中头部后英勇牺牲，年仅 27 岁。邓萍是
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军事将领。

当时一同作战的十一团政委张爱萍
在《从遵义到大渡河》一文中记述了邓萍
牺牲时的情景：“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来
到前沿和我一起观察敌情……突然，他的
头栽到我的右臂上，我还没弄清怎么一回
事，他那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殷红热血
已染满我的衣襟……”

在邓萍烈士墓碑右后侧，有一面由28
块碑连成一体的红军英烈墙，密密麻麻刻
满了在贵州牺牲的红军名单。“总共有
1338位烈士的英名，他们牺牲时年纪最大
的58岁，最小的仅有13岁。”解说员介绍。

据了解，出发时 8.6 万余人的中央红
军，最终走完长征全程、到达陕北的仅
7000余人。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正是有了无数革命先辈的牺牲，才有了革
命的彻底胜利，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中 国 革 命 在 这 里 转 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贵州是红军长征经贵州是红军长征经
过的重要区域过的重要区域，，包括中央包括中央
红军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红二、、
六军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的长的长
征 先 后 经 过 贵 州征 先 后 经 过 贵 州 。。 从从
19341934 年年 1212 月中央红军长月中央红军长
征进入贵州征进入贵州，，到到 19361936 年年 44
月红二月红二、、六军团分两路出六军团分两路出
贵州贵州，，进入云南进入云南，，红军长征红军长征
在贵州前后达在贵州前后达300300多天多天。。

贵州是红军长征转贵州是红军长征转
战地域最广战地域最广、、时间最长时间最长、、
影响最大的省份之一影响最大的省份之一，，红红
军长征转战贵州实现了军长征转战贵州实现了
中国革命的转危为安中国革命的转危为安，，挽挽
救了党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红军，，确确
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
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同同
时时，，涵盖贵州山山水水的涵盖贵州山山水水的
红军长征推动了社会的红军长征推动了社会的
历史变迁历史变迁，，为贵州留下了为贵州留下了
弥足宝贵的红色基因弥足宝贵的红色基因。。

红军长征在贵州播红军长征在贵州播
下了革命的种子下了革命的种子，，唤醒了唤醒了
各族群众各族群众。。红军长征前红军长征前，，
贵州地处中国边缘贵州地处中国边缘，，远离远离
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社会社会
发展落后发展落后，，较少受到进步较少受到进步
思想影响思想影响。。红军长征经红军长征经
过贵州过贵州，，党和红军通过形党和红军通过形
式多样的宣传动员式多样的宣传动员，，以及以及
模范践行模范践行，，使贵州广大民使贵州广大民
众从思想上开始认同中众从思想上开始认同中
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
农红军农红军。。各级党组织如雨后春笋陆续建立起来各级党组织如雨后春笋陆续建立起来，，
为推动红军长征胜利为推动红军长征胜利，，乃至以后贵州解放斗争的乃至以后贵州解放斗争的
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贵贵
州各地组织起武装力量州各地组织起武装力量，，英勇斗争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沉重打击了
反动势力反动势力，，策应了红军长征策应了红军长征。。各族群众被广泛动各族群众被广泛动
员起来员起来，，主动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主动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为红军提供为红军提供
物资帮助物资帮助，，救护照顾红军伤病员救护照顾红军伤病员，，踊跃参加红踊跃参加红
军军……有力推动了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力推动了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

红军长征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及其军阀势力红军长征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及其军阀势力，，
结束了贵州军阀的统治结束了贵州军阀的统治。。红军长征前红军长征前，，贵州军阀贵州军阀
割据割据。。红军长征转战贵州红军长征转战贵州，，沉重打击了贵州军阀沉重打击了贵州军阀
赖以割据的军事力量赖以割据的军事力量，，推动了贵州社会的近代化推动了贵州社会的近代化
进程进程。。

红军长征给贵州广大贫苦民众带来经济优红军长征给贵州广大贫苦民众带来经济优
惠惠，，推动了贵州民生的改善推动了贵州民生的改善。。红军长征转战贵州红军长征转战贵州，，
采取了一系列对当地贫苦群众的经济帮扶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对当地贫苦群众的经济帮扶政策，，
改善了百姓生活改善了百姓生活。。此外此外，，红军实行公平买卖政策红军实行公平买卖政策，，
最大限度维护了市场秩序和群众利益最大限度维护了市场秩序和群众利益，，推动了贵推动了贵
州社会经济发展州社会经济发展。。

红军长征宣传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红军长征宣传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有利于有利于
贵州民族关系的改善贵州民族关系的改善。。贵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贵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
和少数民族成片聚居的省份和少数民族成片聚居的省份，，红军长征时期红军长征时期，，贵贵
州全省人口约州全省人口约11001100万万，，其中少数民族约占四分之其中少数民族约占四分之
一一。。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对其居住对其居住
环境环境、、风俗习惯等方面有了切身认识风俗习惯等方面有了切身认识。。对此对此，，党党
和红军积极主动调整政策和红军积极主动调整政策，，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
传党的民族政策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民族平等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尊重尊重
贵州各少数民族的政治贵州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权利及风俗习惯经济权利及风俗习惯。。
这对于改善贵州少数民族对红军的认识和关系这对于改善贵州少数民族对红军的认识和关系，，
起到了重要作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军长征为贵州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红军长征为贵州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
宝贵精神文化资源宝贵精神文化资源。。红军长征转战贵州红军长征转战贵州，，为闭塞为闭塞
的贵州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贵州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开启了贵州近代史上开启了贵州近代史上
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红军长征红军长征
孕育的伟大长征精神及遵义会议精神孕育的伟大长征精神及遵义会议精神，，更是贵州更是贵州
后发赶超的宝贵精神财富后发赶超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军长征转战贵州各地红军长征转战贵州各地，，留下了丰富多彩留下了丰富多彩、、形形
式多样的革命文化遗迹遗址式多样的革命文化遗迹遗址，，如遵义会议旧址如遵义会议旧址、、强强
渡乌江战斗遗址渡乌江战斗遗址、、四渡赤水战役遗址四渡赤水战役遗址，，等等等等。。随着随着
历史变迁历史变迁，，红军长征在贵州创造的长征文化与长征红军长征在贵州创造的长征文化与长征
精神精神，，成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宝成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宝
贵财富和可资利用资源贵财富和可资利用资源，，也是贵州也是贵州人民实现跨越式人民实现跨越式
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神财富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遵义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作者系遵义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
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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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遵义体悟红色文化到遵义体悟红色文化，，遵义会议纪念遵义会议纪念
馆是必到之所馆是必到之所。。在此次在此次““记者再走长征记者再走长征
路路””的采访中的采访中，，经济日报记者遇到一批经济日报记者遇到一批““小小
小红色宣讲员小红色宣讲员””。。来自遵义市红花岗区的来自遵义市红花岗区的
55名小学生名小学生，，给记者一行宣讲了相关历史给记者一行宣讲了相关历史
故事故事。。

红花岗区长征小学的六年级学生罗红花岗区长征小学的六年级学生罗
涵为我们讲解了涵为我们讲解了““转战贵州转战贵州，，出奇制胜出奇制胜””部部
分分。。1010 余分钟里余分钟里，，他对相关历史事件娓他对相关历史事件娓
娓道来娓道来，，举止落落大方举止落落大方，，赢得了大家一致赢得了大家一致
好评好评，，不少听众竖起了大拇指不少听众竖起了大拇指。。

罗涵是从五年级起担任红色宣讲员罗涵是从五年级起担任红色宣讲员
的的。。当初为何会这样选择当初为何会这样选择？？他表示他表示，，自己自己

出生在一片红色土地上出生在一片红色土地上，，打记事起就听祖打记事起就听祖
辈辈、、父辈讲红色故事父辈讲红色故事，，““这让我对红色故事这让我对红色故事
格外感兴趣格外感兴趣，，我希望通过担任我希望通过担任‘‘小小红色小小红色
宣讲员宣讲员’’来增加对历史知识的学习来增加对历史知识的学习，，进而进而
向更多人宣传遵义的红色文化向更多人宣传遵义的红色文化””。。

要成为一名要成为一名““小小红色宣讲员小小红色宣讲员””并不并不
容易容易，，需要过五关斩六将需要过五关斩六将。。罗涵说罗涵说，，自己经自己经
历了报名历了报名、、初选初选、、复选等一系列环节后复选等一系列环节后，，才才
得以如愿得以如愿。。““为了让我不怯场为了让我不怯场，，父母还专门父母还专门
带我到人多的地方练习带我到人多的地方练习。。””

虽然年纪小虽然年纪小，，但是备课丝毫不能马但是备课丝毫不能马
虎虎。。罗涵告诉记者罗涵告诉记者，，““小小红色宣讲员小小红色宣讲员””不不
仅要熟练背诵多达十几页的解说词仅要熟练背诵多达十几页的解说词，，还需还需

要利用课余时间翻阅相关历史书籍要利用课余时间翻阅相关历史书籍，，增加增加
知识面知识面。。

在传承红色文化中在传承红色文化中，，红花岗区开展了红花岗区开展了
““长征故事进校园长征故事进校园””活动活动，，在全区中小学推在全区中小学推
广普及红色文化故事广普及红色文化故事，，通过通过““小红军电视小红军电视
台台”“”“小红军合唱团小红军合唱团”“”“小红军剧场小红军剧场”“”“会址会址
课程课程””等形式等形式，，提升中小学生的红色文化提升中小学生的红色文化
知晓率知晓率。。

在学好红色故事的同时在学好红色故事的同时，，红花岗区积红花岗区积
极鼓励中小学生讲好红色故事极鼓励中小学生讲好红色故事。。该区积该区积
极推动中小学校与遵义会议会址极推动中小学校与遵义会议会址、、苟坝会苟坝会
议会址议会址、、娄山关战斗遗址等红色纪念馆合娄山关战斗遗址等红色纪念馆合
作作，，按照按照““校内基地遴选推荐校内基地遴选推荐——校外基校外基

地培训实践地培训实践——省外联盟交流推广省外联盟交流推广””模模
式式，，培养了一批培养了一批““小小红色宣讲员小小红色宣讲员””。。

遵义市红花岗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遵义市红花岗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罗蔚蔚介绍会办公室主任罗蔚蔚介绍，，目前目前，，该区共该区共
培育出培育出300300余名优秀的校园余名优秀的校园““小小红色宣小小红色宣
讲员讲员””，，““他们最小的仅有他们最小的仅有88岁岁，，最大不过最大不过
1414 岁岁，，成为遵义红色景区景点的一道亮成为遵义红色景区景点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丽风景线””。。

目前目前，，这些这些““小小红色宣讲员小小红色宣讲员””每月至每月至
少要利用课余时间作一次宣讲少要利用课余时间作一次宣讲。。““红军的红军的
英勇事迹不断激励着我努力学习英勇事迹不断激励着我努力学习，，既要讲既要讲
好遵义的红色故事好遵义的红色故事，，也要增强自己的本也要增强自己的本
领领，，为建设美好家园贡献力量为建设美好家园贡献力量。。””罗涵说罗涵说。。

小 小 宣 讲 员 把 革 命 文 化 传小 小 宣 讲 员 把 革 命 文 化 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秉泽吴秉泽

遵义会议会址。 （资料图片）

遵义市红歌合唱团成员在红军街红歌台演唱革遵义市红歌合唱团成员在红军街红歌台演唱革
命歌曲命歌曲。。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秉泽吴秉泽摄摄

贵州省习水县土城渡口贵州省习水县土城渡口。。
向小东向小东摄摄

红军长征在贵州示意图。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