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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是一条先辈们用双脚走
出来的路。再走长征路，追寻先辈
的足迹，在这条路上，我们看到了红
军的草鞋，也看到了他们赤脚走过
的山川；英雄的壮举带给我思想上
的激荡，普通战士的故事震撼着我
的情感。

一路走来，我常常想起习近平
总书记说过的一段话：新长征路上，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主角、都有一份
责任。

80多年前的那次长征，无疑是
人类历史上的英雄壮举。但是，这
是一场由普通人完成的英雄壮举。
红军的前面一直有一个定语——

“工农”，红军战士是由普通工人和
农民子弟组成的，他们正是抱着为
天下普通工人和农民谋幸福的初
心，坚定地走上长征路的。

长征故事中，最动人的章节总

是普通战士写成的。在湖南道县，
我们听到了兰老二的故事，他与队
伍失散，流落乡间，为救乡亲们而牺
牲；在四川泸定桥头，我们听到二十
二勇士的故事，直到今天我们都不
知道他们的名字；在甘肃迭部，我们
听到了老红军赵云彪因养伤而留在
当地的故事，他把生活补贴借给老
百姓，从来不讨还，他还反复叮嘱孩
子：遇到困难自己解决，不要给政府
找麻烦……尽管许多红军战士连名
字也没有留下，但他们的故事总是
充满精神价值和情感含量，给我们
深深的震撼与启示。

长征是为着理想信念的伟大征
程。今天，我们走在新的长征路上，朝
着伟大的新目标行进。新的长征，也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长征，长征路上没
有旁观者，我们都是主角。愿我们每
个人都能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魏永刚

我是第二次参加走长征路集中我是第二次参加走长征路集中
采访活动采访活动。。上一次是在上一次是在20162016年年，，当当
时正逢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正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595周年周年、、红红
军长征胜利军长征胜利8080周年周年。。

在新中国成立在新中国成立7070周年周年、、全党开全党开
展展““不忘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主题教育
之际之际，，再次沿着先辈们的红色足迹再次沿着先辈们的红色足迹，，
探寻革命遗迹探寻革命遗迹，，重温红色历史重温红色历史，，让我让我
对对““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新中
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有了更加深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刻的认识，，对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对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
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伫立纪念碑前伫立纪念碑前，，听人们讲长征故听人们讲长征故
事事，，对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绝不是轻
轻松松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的理的理
解更加具体和真实解更加具体和真实。。虽然硝烟早已虽然硝烟早已
散尽散尽，，但先烈们的故事直击人心但先烈们的故事直击人心、、永永
久流传久流传，，他们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他们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

““长征永远在路上长征永远在路上”“”“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有
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每一代人都要走

好自己的长征路好自己的长征路””，，在长征精神鼓舞在长征精神鼓舞
下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体中华儿女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体中华儿女
持续接力持续接力，，经过近百年的革命经过近百年的革命、、建设建设
和改革和改革，，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实现了中华民族实现了
从站起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
飞跃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如今如今，，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
这一代人手里这一代人手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兴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需要我们
跨越许多跨越许多““雪山雪山”“”“草地草地””，，征服许多征服许多

““娄山关娄山关”“”“腊子口腊子口””，，还需要一代还需要一代又一又一
代人接力不懈奋斗代人接力不懈奋斗。。我们唯有保持我们唯有保持
红军长征时的那股革命热情和拼搏红军长征时的那股革命热情和拼搏
精神精神，，坚守初心坚守初心、、艰苦奋斗艰苦奋斗，，像先辈们像先辈们
一样把自己的全部热情用来爱中国一样把自己的全部热情用来爱中国，，
把全部智慧和力量贡献出来建设中把全部智慧和力量贡献出来建设中
国国，，方方可告慰先辈可告慰先辈、、不负未来不负未来。。

深刻认识历史使命
吴秉泽

“记者再走长征路”采访活动结
束了，但总忘不了采访中遇到的两
位基层党史工作者。

张小平，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
征出发地纪念馆副馆长。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就帮助同为基层党史工
作者的父亲整理记录长征亲历者的
故事，父亲去世后继续走访并想方
设法让这些故事为更多人所知。

庄春贤，江西信丰县党史办主
任。他常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成绩
就是宣传了洪超。”他被称为红色

“掘宝”人。在他和多位党史工作者
的努力下，洪超烈士的牺牲地点被
确认，并为烈士修建了纪念碑。

他们两人都在基层党史岗位上
工作了大半辈子。使他们坚守至今的
理由或许带着不可忽视的个人感情色
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把“冷板凳”坐
热需要两个条件：正确的方向和不断

的努力。正因为用心工作加上追随
有意义的事业，他们的名字得以和长
征这一永载史册的伟业相连。

没有人生而伟大，伟大者只是因
为参与、影响了伟大的事业。在伟大
的事业中，又以为国为民谋利益者最
受推崇。反之，如果一个人一心只想
着个人得失，再努力也只会像井底之
蛙，看不到更远的风景。

今天，我们讲“不忘初心”，讲完
成属于自己的新长征，其中的大道
理无需多说。但属于自己的小道
理，还需要向张小平、庄春贤们学
习。扪心自问：心中的目标是否值
得用青春与生命去追随？能不能做
到让自己为事业所需，帮忙、解难而
不是无为、添堵？越是伟大的事业，
越是不需要算计。只要别忘记了出
发时的誓言，或早或晚，你一定会得
到属于自己的惊喜。

勿忘出发时的誓言
乔申颖

参加“记者再走长征路”采访，是
对记者“四力”的一次考验，更是对记
者一次精神上的深刻洗礼。

作为一名记者再走长征路，首先
要对长征历史来一次“补课”。我们
这一代年轻人对长征历史知之甚少，
对长征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书本或影
像资料中。实地采访让我对长征的
理解有了更多现实参照。

红军走过的山路，老百姓还在
走；红军住过的老房子，老百姓还在
住；红军的故事，老百姓还在口耳相
传；红军烈士长眠之地，老百姓年年
祭扫；一首首关于红军的歌谣，承载
着老百姓对红军的记忆……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长征胜
利已经 80 多年了，我在采访中欣喜
地感受到，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
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已成为各地干部群众的共识。

在采访中，我也了解到一些值得
关注的情况。比如，一些地方党史部
门被“合并”，党史研究工作存在弱化
现象，党史研究人员编制不足、研究
人才匮乏、对民间党史研究重视不够
等。红色历史的传承，需要老百姓口
耳相传和记者们的挖掘报道，但更需
要专业党史工作者的长期研究和积
累。只有把党史研究工作摆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才能更好地把红色基因传
承好。

不忘初心为人民、牢记使命谋复
兴。这次采访也让我收获一些新的感
悟：作为记者，要心中有信仰、眼中有
人民，才能脚下有力量、笔下有真情。
我们不仅要走好每个人的长征路，还
要时刻牢记记者这一职业的光荣使
命，记录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书写更
多新时代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让红
色基因代代相传。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吴 浩

““飞夺泸定桥飞夺泸定桥””的故事的故事，，现在对于现在对于
我来说有些不一样了我来说有些不一样了。。这是因为我这是因为我
真的站在了泸定桥上真的站在了泸定桥上。。

在踏上泸定桥的那一刻在踏上泸定桥的那一刻，，感受远感受远
远超出了预想远超出了预想：：已加固的桥身还是摇已加固的桥身还是摇
晃得厉害晃得厉害，，往下看往下看，，滔滔河水令人眩滔滔河水令人眩
晕晕，，如果被迎面的行人碰到如果被迎面的行人碰到，，更是紧更是紧
张害怕到失声惊叫……张害怕到失声惊叫……

毛泽东曾写下毛泽东曾写下““大渡桥横铁索大渡桥横铁索
寒寒””的诗句的诗句。。时光倒回到时光倒回到19351935年年55月月
2929日日，，经过一昼夜奔袭经过一昼夜奔袭240240里到达泸里到达泸
定桥西头的时候定桥西头的时候，，红军战士们已疲惫红军战士们已疲惫
不堪不堪。。更要命的是桥上的木板都被更要命的是桥上的木板都被
抽走了抽走了，，只剩下散发着寒光的只剩下散发着寒光的1313根根
铁索铁索。。但是但是，，红军战士们用英勇无红军战士们用英勇无
畏畏、、坚强不屈的精神夺下了泸定桥坚强不屈的精神夺下了泸定桥，，
成就了长征途中至为关键的一战成就了长征途中至为关键的一战。。

在在““记者再走长征路记者再走长征路””采访活动采访活动
中中，，我们徒步体验了一段红军当年飞我们徒步体验了一段红军当年飞
夺泸定桥成功后继续行军走过的山夺泸定桥成功后继续行军走过的山

林小道林小道。。当年当年，，这是一条农民种地用这是一条农民种地用
的狭窄山路的狭窄山路，，背着背篓勉强能过一个背着背篓勉强能过一个
人人，，挑着担子都无法通过挑着担子都无法通过。。山路崎岖山路崎岖
盘旋盘旋，，陡峭狭窄陡峭狭窄，，一旁就是滔滔的大一旁就是滔滔的大
渡河渡河，，看得人胆战心惊看得人胆战心惊。。我们手脚并我们手脚并
用用，，小心前行小心前行，，在泥泞的道路上依旧在泥泞的道路上依旧
止不住打滑摔倒止不住打滑摔倒。。不到不到33公里的路公里的路
程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竟走了一个多小时，，一路走下来一路走下来
已是大汗淋漓已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气喘吁吁。。

站在了泸定桥上站在了泸定桥上、、走过了红军走走过了红军走
过的山林小道过的山林小道，，我才更加明白我才更加明白，，为什为什
么飞夺泸定桥是杨成武将军回忆中么飞夺泸定桥是杨成武将军回忆中

““最惨烈最惨烈、、最悲壮最悲壮””的战役的战役；；明白了多明白了多
位红军后人所说的位红军后人所说的““今天的和平来之今天的和平来之
不易不易，，更应该珍惜拥有的一切更应该珍惜拥有的一切””的分的分
量量；；也明白了也明白了““四力四力””锤炼的重要性锤炼的重要性，，
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只有沉下只有沉下
去去、、走下去走下去，，脚到脚到、、眼到眼到、、心到心到，，才能生才能生
动讲述中国发展好故事动讲述中国发展好故事，，才能不负伟才能不负伟
大奋进新时代大奋进新时代。。

讲好中国发展故事
姚 进

参加参加““记者再走长征路记者再走长征路””采访活采访活
动动，，再走先辈们走过的长征路再走先辈们走过的长征路，，既是一既是一
次系统的党史学习次系统的党史学习，，也是一次践行也是一次践行““四四
力力””的宝贵机会的宝贵机会，，更是一次精神的洗更是一次精神的洗
礼礼。。

从陕北到甘肃从陕北到甘肃，，我从感人的故事我从感人的故事、、
历史遗迹历史遗迹、、英雄遗物中真切地感受到英雄遗物中真切地感受到
了长征的艰苦了长征的艰苦、、战士们的英勇无畏战士们的英勇无畏、、中中
国共产党的伟大国共产党的伟大。。双脚踏在革命的热双脚踏在革命的热
土上土上，，我眼前似乎浮现出红军长征时我眼前似乎浮现出红军长征时
的艰苦卓绝的艰苦卓绝，，听到了那充满革命精神听到了那充满革命精神
的嘹亮战歌的嘹亮战歌。。几次在整理素材时几次在整理素材时，，忍忍
不住热泪盈眶不住热泪盈眶。。听他们的故事听他们的故事，，心中心中
泛起的不只是感动泛起的不只是感动，，更有对心灵带来更有对心灵带来
的震撼的震撼。。

在震撼中思考在震撼中思考，，在沉思中追寻在沉思中追寻。。
8080多年过去了多年过去了，，数以万计的红军英烈数以万计的红军英烈
血染疆场血染疆场，，他们的遗骨留在漫漫长征他们的遗骨留在漫漫长征
路上路上，，有很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有很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
下下，，有很多战士年龄还不满有很多战士年龄还不满1818岁岁。。他他

们的精神与山河同在们的精神与山河同在，，他们共同的名他们共同的名
字叫作字叫作““红军红军””！！

在甘肃会宁在甘肃会宁，，我仰望会师塔我仰望会师塔，，真切真切
地感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地感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革
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需需
要我们后人用千倍万倍的真情去珍要我们后人用千倍万倍的真情去珍
惜惜、、去爱护去爱护。。

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对长征精神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对长征精神
的传承的传承。。8080多年过去了多年过去了，，经历了几代经历了几代
人的言传身教人的言传身教，，很多当地百姓还在讲很多当地百姓还在讲
着当年的故事着当年的故事。。百姓的质朴百姓的质朴，，他们对他们对
红军的深情厚谊红军的深情厚谊，，令人动容令人动容。。

长征故事长征故事，，应当一代代讲下去应当一代代讲下去。。
““记者再走长征路记者再走长征路””采访活动结束了采访活动结束了，，
但新时代的长征路仍在继续但新时代的长征路仍在继续。。作为一作为一
名媒体人名媒体人，，我们应该坚定信仰我们应该坚定信仰，，不忘初不忘初
心心，，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继续用双脚踏寻革命先继续用双脚踏寻革命先
辈的足迹辈的足迹，，用镜头和笔记录长征故事用镜头和笔记录长征故事，，
弘扬长征精神弘扬长征精神，，激励全国人民共同走激励全国人民共同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回望历史更好前行
张 倩

魏永刚魏永刚（（左一左一））
在湖南汝城县延寿在湖南汝城县延寿
乡官亨村采访乡官亨村采访。。

曹曹 航航摄摄
（（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吴浩吴浩（（右一右一））在在
重庆綦江区石壕镇重庆綦江区石壕镇
采访采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国强崔国强摄摄

张倩张倩（（右右））在甘肃定在甘肃定
西市通渭县采访西市通渭县采访。。

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天一刘天一摄摄

姚进姚进（（右右））
在四川省甘孜在四川省甘孜
州 丹 巴 县 采州 丹 巴 县 采
访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畅畅摄摄

吴秉泽吴秉泽（（右右））在贵州省遵义市在贵州省遵义市
播州区华茂村采访播州区华茂村采访。。

涂涂 敏敏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乔申颖乔申颖
（（左一左一））在江在江
西省信丰县西省信丰县
采访采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赖永峰赖永峰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