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
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伟大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
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
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弘扬伟大长征
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
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
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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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
这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这些重要指
示要求，为我们弘扬伟大
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阔步前
行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
本遵循。

四川是红军长征三大
主力经过地域最广、行程
最远、时间最长的省份，也
是长征途中召开会议最
多、发生重要战役战斗最
多、经历自然条件最为恶
劣的地区。毛泽东同志《七
律·长征》有5句描写红军
长征途中最具历史性和标
志性意义的地方，其中4处
在四川境内或交界处。红
军长征播下的革命火种遍
布巴山蜀水，为四川人民留
下了永不磨灭的宝贵精神
财富。面对新时代赋予的新
使命新任务，我们必须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
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始终不忘党的初心使
命，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
神，走好新的长征路，奋力
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四川篇章。

走好新的长征路，必
须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沿
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坚定前行。长征的胜利
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
利、信念的胜利。在风雨如
磐的长征路上，广大红军
战士征服冰山雪岭、穿越
沼泽草地，身处绝地坚忍
不拔，历尽苦难淬火成钢，
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心中有信仰，脚下才有力量。必须
保持对信仰信念的坚定执着，始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省
党员干部头脑，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
教育，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伟大长征精神，自觉追寻精神密
码、传承红色基因。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这是长征留
给我们党的宝贵经验。新长征路上，必须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
四川发展的总体擘画在巴蜀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保持奋斗精神，在攻坚克难中推动
四川各项事业发展。长征是一部艰苦卓绝的战争史，也是一
部破尽万难的奋斗史。现在，与红军长征时期相比，我们的工
作环境变好了、生活条件优越了，但攻坚克难艰苦奋斗的精神
不能丢。这些年来，面对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改革进入深水区、脱贫进入攻坚期等困难挑战，四川上下
众志成城、苦干实干，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各方面均取得
了显著成绩。然而，前进道路上仍面临不少风险考验，要落实
新发展理念要求，完成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确定的目标
任务，对内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对外
形成“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坚决打好

“三大攻坚战”，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
征服。全省上下必须保持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把
该担的担子担起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一项工作一项
工作去推进，确保各项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走好新的长征路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践行在践行
党的群众路线中更好造福人民党的群众路线中更好造福人民。。同人民风雨同舟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连血脉相连、、
生死与共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新的长征路上在新的长征路上，，为什么人为什么人、、靠什么靠什么
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必须坚必须坚
持一切为了人民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
地位地位，，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四川省各级党组织四川省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要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和党员干部要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
责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最大的发展机遇，，聚焦彝区藏区等深聚焦彝区藏区等深
度贫困地区度贫困地区，，锁定锁定““两不愁三保障两不愁三保障””目标精准发力目标精准发力，，确保如期高确保如期高
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持续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办好民生实事，，着力解决就业着力解决就业、、
教育教育、、医疗等群众医疗等群众““急难愁盼急难愁盼””问题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美好生活需要。。

走好新的长征路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定不移把全面从坚定不移把全面从
严治党推向纵深严治党推向纵深。。毛泽东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是共
产党产党。。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习近平总书习近平总书记记
强调强调，，民族复兴梦想越接近民族复兴梦想越接近，，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越要加强
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自我提高能力。。我我
们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们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在首位，，统筹抓好党的各项建设统筹抓好党的各项建设，，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态。。要扎实开展要扎实开展““不忘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主题教育，，按照按照““守初心守初心、、
担使命担使命，，找差距找差距、、抓落实抓落实””的总要求的总要求，，切实抓好学习教育切实抓好学习教育、、调查研调查研
究究、、检视问题检视问题、、整改落实整改落实，，把四川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把四川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
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谱写伟谱写伟
大中国梦四川篇章提供坚强保证大中国梦四川篇章提供坚强保证。。

大

力

弘

扬

伟

大

长

征

精

神

在
谱
写
中
国
梦
四
川
篇
章
的
新
长
征
中
奋
勇
前
行

中
共
四
川
省
委
书
记

彭
清
华

长 征 精 神 铸 丰 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钟华林

擦罗擦罗，，在彝语中是在彝语中是““放牧羊群的地放牧羊群的地
方方””。。19351935年年，，顺利通过冕宁彝区的红顺利通过冕宁彝区的红
军先遣部队在强渡大渡河天堑以前军先遣部队在强渡大渡河天堑以前，，曾曾
短暂在雅安市石棉县停留短暂在雅安市石棉县停留，，现石棉县境现石棉县境
内的擦罗彝族乡正是红军当年停留过内的擦罗彝族乡正是红军当年停留过
的地方的地方。。

今年今年7575岁的擦罗乡楠桠村村民任岁的擦罗乡楠桠村村民任
明才儿时常听邻居叶奶奶讲述当年红明才儿时常听邻居叶奶奶讲述当年红
军的故事军的故事。。““红军进村时红军进村时，，每人都背着两每人都背着两
双草鞋双草鞋，，看着很朴实看着很朴实，，他们向大家宣传他们向大家宣传

‘‘我们和劳苦大众是一家人我们和劳苦大众是一家人’’。。””叶奶奶叶奶奶
告诉任明才告诉任明才，，原本村里很多原本村里很多““怕怕””红军的红军的
老百姓躲到山里老百姓躲到山里，，叶奶奶和老人们纷纷叶奶奶和老人们纷纷
向大家传话向大家传话，，这才把大伙陆续从山上叫这才把大伙陆续从山上叫

了回来了回来。。
““红军来时红军来时，，我只有我只有88岁岁，，大人们都大人们都

说有部队来说有部队来，，大家要小心一点大家要小心一点。。结果红结果红
军来了以后和老百姓很亲军来了以后和老百姓很亲。。红军战士打红军战士打

（（劫劫））富济贫富济贫，，给我们钱给我们钱，，还给我们分粮还给我们分粮
食食。。””满头白发的龙桂芳老人今年满头白发的龙桂芳老人今年9292岁岁
了了，，她不仅见过红军她不仅见过红军，，还时常向游客们还时常向游客们
讲述红军的故事讲述红军的故事。。而她所说的而她所说的““分粮食分粮食””
的故事的故事，，在擦罗彝族乡不少人心中留下在擦罗彝族乡不少人心中留下
了深刻印象了深刻印象。。

石棉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洪介石棉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洪介
绍绍，，擦罗建有川军军阀刘文辉部队的一擦罗建有川军军阀刘文辉部队的一
个军粮站转运所个军粮站转运所，，其任务是接收从西昌其任务是接收从西昌
运来的大米运来的大米，，再发往康定再发往康定，，供驻军食用供驻军食用。。

““大部队到了以后发现这里的百姓缺米大部队到了以后发现这里的百姓缺米
缺粮缺粮，，就决定把军粮站里的就决定把军粮站里的40004000多包多包
大米分给大家大米分给大家，，每包大概每包大概6060斤斤。。他们朝他们朝
军粮站里扔了几颗手榴弹就把民团的军粮站里扔了几颗手榴弹就把民团的
保丁吓得落荒而逃保丁吓得落荒而逃。。红军顺利打开粮仓红军顺利打开粮仓
把大米分发给群众把大米分发给群众。。””刘洪说刘洪说，，““开仓分开仓分
粮粮””的消息传开后的消息传开后，，方圆二三十里的彝方圆二三十里的彝
族老百姓都过来领大米族老百姓都过来领大米。。““不少人是第不少人是第
一次吃上大米一次吃上大米，，很多人囤着逢年过节很多人囤着逢年过节
才才吃吃””。。

当年红军当年红军““开仓分粮开仓分粮””的地方在擦的地方在擦
罗乡老街后面的一处空地罗乡老街后面的一处空地，，顺着老街顺着老街，，
红军一路分粮来到了福龙村的黄家碉红军一路分粮来到了福龙村的黄家碉
楼楼，，这是目前该乡现存的唯一一座碉这是目前该乡现存的唯一一座碉

楼楼，，距今已有距今已有140140多年历史多年历史，，红军曾在红军曾在
这里储存粮食这里储存粮食。。““除了粮食除了粮食，，他们还搬来他们还搬来
一些簸箕一些簸箕、、锄头分给大家锄头分给大家，，希望大家既希望大家既
有粮食吃有粮食吃，，又能搞好生产又能搞好生产。。””今年今年7575岁岁
的黄仁春老人说的黄仁春老人说，，碉楼附近的群众因为碉楼附近的群众因为
分到了粮食分到了粮食，，家家户户都高兴得像过年家家户户都高兴得像过年
一样一样。。

短暂驻扎后短暂驻扎后，，红军战士和擦罗乡的红军战士和擦罗乡的
乡亲们依依惜别乡亲们依依惜别，，黄仁春的父母还帮助黄仁春的父母还帮助
战士们将一部分囤粮背到了安顺场战士们将一部分囤粮背到了安顺场，，目目
送大家离开送大家离开。。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但但““开仓分粮开仓分粮””
的故事在当地代代相传的故事在当地代代相传，，见证着红军与见证着红军与
百姓的鱼水情深百姓的鱼水情深。。

“ 开 仓 分 粮 ”见 证 鱼 水 情 深
本报记者 刘 畅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长征
途中，英雄的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
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
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
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
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
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
五千里。”

“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讲话中提到8
个著名战斗、战役，与四川相关的就有5
个，包括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
渡河、飞夺泸定桥、勇克包座，而红军长
征经过的雪山和草地，也主要在四川。
可见四川在红军长征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四川省委党史研
究室二级巡视员、党史一处处长周锐京
对经济日报记者说。

艰苦卓绝的一年零八个月

“自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从 1935
年 1 月进入四川，到红二、红四方面军
1936年8月走出雪山草地离开四川，红
军三大主力长征期间在四川境内转战
一年零八个月，全省 69 个县（区）留下
了红军的足迹。”周锐京介绍说，这一年
零八个月是红军艰苦卓绝的一段历程。

1935 年 1 月 29 日，红一方面军从
贵州遵义土城战役阵地撤出，渡过湍急
的赤水河，进入四川古蔺，开启了红军
长征在四川的伟大征程。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大队人马立
即向金沙江挺进。1935年5月3日至9
日，7天7夜里，红军主力靠7艘小船巧
渡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摆脱了几十
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
的主动权。

5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
会理会议，总结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
针，确定红军过金沙江后的行动任务，
统一思想认识。5月22日，中央红军进
入凉山彝族地区。红军北上先遣队司
令员刘伯承与果基首领小叶丹，在彝海
边举行了结盟仪式。随后，小叶丹派人
护送红军顺利走出凉山彝区，直达安
顺场。

红军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危情
下，来到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的群山之
中。此时，蒋介石已布下重兵，和红军拉
开决战架势。1935年5月24日晚，中央
红军先遣队攻占大渡河西岸的安顺场。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共320里路，红军本
来计划用时3天完成夺桥任务。红四团
第一天走了80里路，第二天即5月28日
一早，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突
然接到命令，要求他们提前一天完成任
务。于是，5月29日晨，红4团经过急行
军赶到泸定桥西桥头，创下了一天一夜

急行军240里的纪录。下午4时，红四团
第2连夺下泸定桥。接着，中央红军主力
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大渡河，粉碎了蒋介
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遣部
队在翻越夹金山，北进达维途中，与从川
陕苏区撤离的红四方面军一部不期而
遇。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
主力总兵力达10万余人，为红军北上、
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面临新的
战略方针和任务。1935年6月26日至
28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今天小金县）以
北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
议决定新的战略方针，集中主力向北进
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红军由南向北转移的桥梁

矗立在四川松潘县的“红军长征纪
念碑”是唯一一座由党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批准建立的红军长征纪念设施。
“这是中央对四川在红军长征途中

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的高度认可。”
周锐京自豪地介绍，“可以用多个‘最’来
概括四川在红军长征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川是红军长征经过地域最广、行
程最长、时间最久的省份。红军长征在
四川转战地域达 30 余万平方公里，10
个市州、69个区县留下了红军长征的足
迹，在四川的总里程达 1 万余公里；红
军长征在四川长达一年零八个月，是途
经时间最长的一个省份。

四川是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会
议最多的省份。为解决重大政治、军事
问题，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先后召开了一
系列会议，重要的共32次，其中在四川
召开的有14次之多。

四川是长征途中发生重要战斗战
役最多的省份。长征途经四川期间，红
军在四川开展了一系列战斗战役，除了
前面提到的战役外，还包括北川河谷战

役、绥崇丹懋战役、康道炉战役等。
四川是红军长征中经历自然条件

最为恶劣的省份。据最新研究成果，红
军在长征期间共翻越 4000 米以上的
雪山 72 座，其中 67 座位于四川，包括
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和海拔最高
的雪山。

四川是为红军长征提供人力物力
最多的省份。四川各族人民对红军长
征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据不完全统
计，红军长征中，四川各族人民先后有
28.8万人次积极支援前线，10.7万群众
踊跃参加红军，7.9 万巴蜀儿女英勇捐
躯。四川人民为红军筹集了大量粮食、
食盐、棉布等军需物资。

理想信念激发无穷力量

6月12日，四川省委“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省级领导班子中心组
把学习的现场搬到了泸定桥。

在现场，大家了解到，当年对安顺
场勇士的奖励，是《红星报》和《战士报》
报道了他们的姓名；对泸定桥勇士的奖
励，是每人一套列宁装、一个笔记本、一
支钢笔、一个搪瓷碗和一双筷子。红军
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这些奖
励，可以说微不足道。而那时，国民党
军经常用大笔奖金来刺激，却依然不断
失败。

这是为什么？“理想信念坚定是其
中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党和红军几经
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
钢，就是因为有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
周锐京说。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
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
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而一串
串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一直在告诫人
们要“记得来路”。

在四川古蔺，当地一直流传着“萝
卜与铜元”的故事。1935 年 2 月，红军
一渡赤水进入四川古蔺太平镇走马坝
时，当地百姓受国民党反动宣传所惑，
纷纷离家逃到山上。红军来到这里后，
采食了地里无人看管的萝卜。老百姓
回来后，发现菜地被挖的萝卜坑里，都
放有一枚红军留下的铜元。

1935 年冬，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
孜丹巴县翻越党岭雪山时，红军战士突
然发现雪地上露出一只胳膊，手里还握
着一本党证和一枚银元。党证上清楚
记载着主人的名字：刘志海，中共正式
党员。原来，这是这位战友向党交出
的最后党费，因为担心自己被积雪掩
埋不容易被发现，才高高地将右手举起
来……即使是在生命最后时刻，仍然履
行党员义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
理想信念的生动写照。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如今这里已成为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 本报记者 刘 畅摄

四川石棉县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
本报记者 姚 进摄

四川冕宁县彝海结盟纪念馆。
本报记者 姚 进摄

红军长征过四川示意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