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红军爬过雪山，走出茫茫草地，
来到甘肃。甘肃是党中央落脚陕北的
决策地，也是标志长征胜利的会师地。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第一次朗诵了那首著

名的《七律·长征》。“更喜岷山千里雪，三
军过后尽开颜”，表达了红军从这里开始
走向胜利的心情。

从1935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
五军入甘，至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
四方面军先后在甘宁交界的会宁、将台堡
胜利会师，红军长征在甘肃的 12 个地、
州、市的近50个县区均印刻下了足迹。

如今，长征精神闪耀陇原大地，2600
余万陇原儿女正走在新长征的征途上，
发力“绿色”转型，抢抓“一带一路”大机
遇，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

腊子口走活“全盘棋”

腊子口是红军攻克的一个天险。那
是一个中间仅 8 米左右的隘口，腊子河
从峡口奔涌而出，两侧是悬崖绝壁，周围
是崇山峻岭。1935 年 9 月初，红一方面
军进入甘肃迭部。9 月 16 日凌晨，红军
向腊子口开进，准备全力打开北上门户，
夺取天险腊子口。

此刻，国民党军早已在此重兵把守，
敌人不仅在这里修筑有碉堡，布置了重
机枪把守，而且派兵扼守隘口至后面高
山的峡谷。这个两边高山耸立、只有一
条小道的隘口，“一方当关，万夫莫开”。

与此同时，红军前有甘肃军阀鲁大
昌部，后有从四川追来的刘文辉部，左侧
有卓尼杨土司的上万骑兵，右侧有胡宗
南部的主力，若不能尽快突破腊子口，红
军将面临被敌人合围的危险。

1935 年初秋，红军在这狭窄的山
沟里与敌人激战，数次正面强攻未能奏
效，改用进攻与侧翼袭击相结合。英勇
的红军战士攀登悬崖绝壁，向敌后迂
回，袭击山顶守敌。历时两天，红军夺
取了天险腊子口。聂荣臻几十年后在回
忆录中写道：“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
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
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两难的境
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
都走活了。”

红军攻克腊子口之后，穷追敌人90
多里，占领了岷县的大草滩，缴获粮食数
十万斤，还有 2000 多斤食盐，给刚刚走
出草地的部队给养以极大补充。腊子口
是红军北上的最后一道天险。夺取腊子
口的胜利，为红军在陕甘开辟新的根据

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红军以英勇精神赢得了腊子口的胜

利，也以严明的军纪得到了甘肃各族人
民的拥护。

哈达铺定下“落脚点”

从腊子口向东北走过深山峡谷，就
到达了宕昌县哈达铺镇。

红军攻克腊子口之后，一路北上到
达这个小镇。这里物产丰富，物价便
宜。红军在此休整，得到了物质补充，大
大鼓舞了将士们的信心。

哈达铺地处甘肃南部几个县的交通
线上，当年是附近地区的物资集散地，也

是回汉民族聚居比较集中的地方，商贸
发达，人口聚集。据介绍，红军到达这里
时，小镇有两三千人，一条街道一里多
长，店铺一个挨一个，货物比较齐全。

红军在这里停留两天,发生了一件
大事：毛泽东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
陕北红军的消息。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
在《长征行》中说，“到哈达铺后，毛泽东
未进给他号的屋子，就到斜对面的邮政
代办所取来一些有关刊登红军活动的报
纸，发给其他领导人翻阅。看到有关红
军的消息，大家极为兴奋，一致认为要将
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到陕北去，
与那里的红军会合”。

中央红军离开哈达铺走了 4 天，

1935 年 9 月 26 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住进了榜罗镇小
学。他们从这里进一步收集报刊，研究
报纸上有关陕北红军的报道。9月26日，
就是在这所小学的一个普通房子里，召
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研究了
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作
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
提出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新的战略方
针。27日早晨，毛泽东冒着蒙蒙细雨，在
这所小学前面的打麦场上向连以上干部
千余人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提
出到抗日前线去，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

其实，从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江西
之后，红军就一直在寻找落脚点。石仲
泉认为，榜罗镇会议是对哈达铺会议决
定长征落脚点决策的正式认定，如同哈
达铺会议一样，它在红军长征史上具有
重要意义。

落脚点的决定，使中央红军进行了
长达近一年的远征终于有了一个归
宿。这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事件，它使陕北成为领导中国革命
的大本营，保存革命的基本力量，推动全
国抗日民族运动高潮的到来起到了关键
作用。

开启走向胜利新征程

战胜了大自然的艰难险阻，战胜了
张国焘的分裂，战胜了敌人的追赶，红军
从甘肃开启了走向胜利的新征程。从岷
山到六盘山，从甘南草原到陇东高原，穿
越戈壁沙漠，纵贯河西走廊，甘肃全省东
南西北几乎都留下了红军光辉战斗的足
迹。红 25 军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
在甘肃境内前后历时一年半，行程3500
余公里，他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团结
群众、一往无前，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
军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火种。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地区，红军所到
之处，各族群众倾囊相助。少数民族人
民为红军修栈道做向导、筹集军粮、踊跃
参军，帮助红军走出困境，留下许多传颂
至今的感人故事。红军在这里得到休
整，重整行装再出发，朝着北上抗日的路
线，大踏步走向陕北。因此，甘肃也被称
为长征的“加油站”。

冲锋声、枪炮声、呐喊声已随历史远
去，但长征精神永远闪耀陇原大地，长征
精神的星火成为助推甘肃发展的燎原光
辉。进入新时代，在新长征的征途上，陇
原儿女正以长征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
重要指示精神，负重自强、顽强拼搏，加
快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
社会和谐的幸福美好新甘肃，以昂扬斗
志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

长征这一壮举已经
过去83年，但伟大的长
征精神历久弥新，成为
融入我们血脉和灵魂的
强大精神动力。走在新时
代的长征路上，我们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
精神，传承和弘扬伟大
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负重自强、顽强
拼搏，努力实现与全国
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建设幸福美好新甘
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
面的奋斗目标。

弘扬长征精神，实
现奋斗目标，必须把牢
政治方向、统一行动步
调。长征在生死存亡的
紧急关头挽救党、挽救
红军，最根本的就在于
成熟坚强领导核心的形
成。长征雄辩地证明，
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
核心是中国革命和社会
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
本保证。在新的长征路
上，我们传承和弘扬长
征精神，首要的就是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把牢正确政治方
向，严守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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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把政治立场、政治意识、
政治觉悟具体化实践
化，站在对党绝对忠诚
的政治高度，不折不扣
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
决策部署，统一意志、统
一行动、步调一致地推
进全省各项事业发展。

弘扬长征精神，实
现奋斗目标，必须强化
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
念。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
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在新的长征路
上，无论条件和环境如何变化，我们都要传承红色基因、
树牢革命理想，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
心。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要扎实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做到学思用贯通、知
信行统一，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的理想信念，
用理想信仰之光照亮奋斗之路，更自觉地投身富民兴陇
火热实践。

弘扬长征精神，实现奋斗目标，必须担当责任使命、
攻克艰难险阻。红军将士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靠的正
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险的大无畏精神。新的长征
路上，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我们要始
终保持红军将士的英雄气概，拿出舍我其谁、责无旁贷的
担当魄力，关键时刻豁得出来、顶得上去。要紧紧围绕开
创富民兴陇新局面，迎难而上、敢打硬仗，努力推动经济
发展迈上新台阶、改革开放构建新格局、生态建设取得新
进展、城市乡村呈现新面貌、群众生活得到新提升。各级
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锻造担当尽责的铁肩膀，带头冲锋
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动真碰硬抓好生态问题的整改落
实，鼓足勇气破解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主动迎战防
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在担当作为、攻坚克难中完成党
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

弘扬长征精神，实现奋斗目标，必须践行党的宗旨、
汇聚强大力量。坚持在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中发
展壮大，是长征精神的鲜明特色。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
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践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常思百姓疾苦，常谋富民之
策，以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确保赢得人
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受发展历程和水平限制，甘肃群
众的生活条件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要积极
顺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守住底线坚持守住底线、、
突出重点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基本思路引导舆论的基本思路，，聚焦群众最聚焦群众最
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狠抓普惠性狠抓普惠性、、基础性基础性、、兜底性民兜底性民
生生，，尽最大努力解决就业尽最大努力解决就业、、教育教育、、医疗医疗、、住房等民生难题住房等民生难题，，
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做到一切依靠群众做到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一切为了
群众群众，，使我们的事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使我们的事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弘扬长征精神弘扬长征精神，，实现奋斗目标实现奋斗目标，，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从严管党治党从严管党治党。。党的坚强领导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首要条党的坚强领导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首要条
件件。。正是由于红军坚持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正是由于红军坚持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才经才经
受住了残酷战争环境受住了残酷战争环境、、恶劣自然条件恶劣自然条件、、严酷党内斗争等多严酷党内斗争等多
重考验重考验，，创造出绝处逢生创造出绝处逢生、、反败为胜的奇迹反败为胜的奇迹。。长征队伍有长征队伍有
着极为严明的政治纪律着极为严明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组织纪律、、军事纪律军事纪律、、群众纪律群众纪律，，
这是保证政治方向一致这是保证政治方向一致、、组织团结统一组织团结统一、、军事令行禁止军事令行禁止、、
军民关系和谐的关键所在军民关系和谐的关键所在。。在新的长征路上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把我们要把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贯穿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贯穿始终，，扛好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扛好全面从严治党的政
治责任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党的建设各项统筹推进党的建设各项
工作工作，，为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为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和政治规矩，，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的政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治生态。。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持持
续整治续整治““四风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扎实推进扎实推进
以察政治要件落实治阳奉阴违以察政治要件落实治阳奉阴违、、察中央部署落地治政令察中央部署落地治政令
梗阻梗阻、、察领导机关作风治文山会海察领导机关作风治文山会海、、察领导干部履职治不察领导干部履职治不
严不实为主要内容的严不实为主要内容的““四察四治四察四治””专项行动专项行动，，让求真务实让求真务实
干事业干事业、、从严自律尽责任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价值追求从严自律尽责任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价值追求
和行为准则和行为准则。。要坚持无禁区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全覆盖、、零容忍零容忍，，坚持重遏坚持重遏
制制、、强高压强高压、、长震慑长震慑，，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以以
从严管党治党的实际成效更好保障建设幸福美好新甘从严管党治党的实际成效更好保障建设幸福美好新甘
肃肃，，努力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努力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70周年周年。。

三 军 过 后 尽 开 颜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琛奇 魏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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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省迭部县旺藏镇茨日那村在甘肃省迭部县旺藏镇茨日那村，，
桑杰的家是一个独特的院落桑杰的家是一个独特的院落。。

院门口竖立着院门口竖立着““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全国文物重点保护
单位单位””，，门楣上挂着一个牌子门楣上挂着一个牌子““毛泽东茨毛泽东茨
日那旧居日那旧居””。。桑杰从小和奶奶生活在这个桑杰从小和奶奶生活在这个
院子里院子里，，如今一家人依然住在这里如今一家人依然住在这里，，但它但它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天都有来每天都有来
自不同地方的游客走进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走进来。。

19351935 年年 99 月月 1313 日至日至 1515 日日，，红一方红一方
面军长征走到茨日那面军长征走到茨日那，，毛泽东就住在桑毛泽东就住在桑
杰家院子西南的这栋二层小楼上杰家院子西南的这栋二层小楼上。。毛主毛主席席
在这里作出了攻打腊子口在这里作出了攻打腊子口，，继续北上的继续北上的
决定决定。。19791979 年年，，参加过长征的肖华将军参加过长征的肖华将军
来到茨日那村来到茨日那村，，回忆当年情景回忆当年情景，，确认毛主确认毛主席席
当年住的就是这栋小土楼当年住的就是这栋小土楼。。

当时当时，，桑杰刚刚桑杰刚刚1414岁岁。。肖华对桑杰嘱肖华对桑杰嘱
咐说咐说，，你是下一代你是下一代，，要继承好这份遗产要继承好这份遗产，，
这是一个全国人民值得纪念的地方这是一个全国人民值得纪念的地方。。

上世纪上世纪8080年代后年代后，，渐渐富裕起来的渐渐富裕起来的
村里人开始盖新房子村里人开始盖新房子，，桑杰也到了结婚桑杰也到了结婚
的年龄的年龄。。人们动员他把老房子拆了盖新人们动员他把老房子拆了盖新
房房，，桑杰犹豫再三桑杰犹豫再三，，总想着肖华的嘱咐总想着肖华的嘱咐，，
没有拆没有拆。。后来儿子快要结婚时后来儿子快要结婚时，，又有人劝又有人劝
他给孩子盖新房他给孩子盖新房，，他还是没有拆他还是没有拆。。看到邻看到邻
居们盖的新房子居们盖的新房子，，窗户大窗户大，，透光好透光好，，屋子屋子
亮堂亮堂，，桑杰说桑杰说：：““我也很羡慕我也很羡慕，，但我心里很但我心里很
亮堂亮堂，，毛主席住过的房子不能拆毛主席住过的房子不能拆。。””

““老房子最难伺候的是屋顶老房子最难伺候的是屋顶。。””桑杰桑杰
介绍介绍，，传统藏式民居的房檐是石板传统藏式民居的房檐是石板，，屋顶屋顶
用桦树皮铺上一层土用桦树皮铺上一层土。。每年春天都要爬每年春天都要爬

上屋顶去除草上屋顶去除草，，否则否则，，草长起来草长起来，，一下一下
雨雨，，水就会渗下去水就会渗下去，，房子就有漏雨的危房子就有漏雨的危
险险。。土房顶一漏雨就会塌土房顶一漏雨就会塌。。““有时有时，，一年一年
要上屋顶整修好几次要上屋顶整修好几次。。””他说他说，，自己确实自己确实
很担心很担心。。

20002000年年，，与这栋房屋连着的房子成与这栋房屋连着的房子成
了危房了危房。。桑杰只好把老房子拆除重建桑杰只好把老房子拆除重建，，但但
他仍然把毛主席住过的房子留了下来他仍然把毛主席住过的房子留了下来。。
为了不影响这栋房子为了不影响这栋房子，，他返修的新房子他返修的新房子
没有留大窗户没有留大窗户。。

20062006年年，，这栋房子被确定为全国重这栋房子被确定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那时起从那时起，，桑杰每月有桑杰每月有
了一定管理费了一定管理费。。去年去年，，政府对这栋房屋实政府对这栋房屋实
施了大规模维修施了大规模维修。。屋顶保留了传统的桦屋顶保留了传统的桦
树皮树皮，，铺设了防水布铺设了防水布，，再加上三合土再加上三合土，，防防

止长草止长草。。““我多年来最大的一块心病解除我多年来最大的一块心病解除
了了。。””已经已经5050多岁的桑杰高兴地说多岁的桑杰高兴地说。。

现在现在，，每天都有每天都有 10001000 多人到这个多人到这个
小院子里来小院子里来，，爬上木梯子爬上木梯子，，到毛主席居住到毛主席居住
过的小屋感受长征路途的艰辛过的小屋感受长征路途的艰辛。。为了保为了保
证安全证安全，，每次只能上三四个人每次只能上三四个人。。““我站在我站在
二楼拐角处提醒游客二楼拐角处提醒游客，，人多时一站就是人多时一站就是
几个小时几个小时。。””桑杰说桑杰说，，站一天下来很累站一天下来很累，，但但
心里很高兴心里很高兴。。

桑杰告诉我们桑杰告诉我们，，他的女儿和儿子对他的女儿和儿子对
于保护这份于保护这份““特殊家产特殊家产””都非常支持都非常支持，，““我我
们要世代记着老红军肖华的嘱咐们要世代记着老红军肖华的嘱咐，，保护保护
好这份遗产好这份遗产，，传承好长征精神传承好长征精神””。。

肖华将军的那番话成为桑杰的信肖华将军的那番话成为桑杰的信
念念：：要保护好这栋房子要保护好这栋房子！！

守护一座土房 传承一种精神
本报记者 魏永刚 李琛奇

红军长征在甘肃线路图。 （资料图片）
甘南迭部县高吉村俄界会议旧址毛泽东居室甘南迭部县高吉村俄界会议旧址毛泽东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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