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 忘 初 心 ，新 长 征 路 上 勇 担 当

长征已过去 80 多年，当时的

见证者大多已不在世。然而，今天

再走长征路，却依然能够在沿途百

姓的身上体会到他们对红军的深情

厚谊。

当贺龙的女儿贺晓明扛着大棉

被在云南四处奔走，找到当年帮助

过红军的老乡后代姚喜艳时，两位

年近古稀的老人把手紧紧地握在一

起。姚喜艳近乎执拗地践行着爷爷

的心愿，守着百年老屋，守着红军

留下的点点印记。

事实上，姚喜艳根本没有见过

红军，她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

贺晓明也没有参加过长征，她是在

解放战争时期出生的。为什么这对

老人远隔千山万水、穿透历史长

河，同样的信念守了一辈子，同样

牵挂了一辈子？这背后的原因让人

深思。

可以说，是长征唤醒了中国的

千百万民众，给予了他们世代从未

有过的向往和希望——原来劳苦大

众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原来

世间的一切不公都可以改变。因

此，红军长征路上的人们等着、盼

着，期待着红军的归来，期待跟着

红军过上好日子。

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千百万民

众成就了长征，成就了共产党。在

长征这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征途之

中，在敌我力量悬殊于天上地下之

时，红军居然一次又一次在山穷水

尽之际避免了失败与覆亡，乃至最

终赢得天下。依靠的是什么？毫无

疑问，就是人心的力量。只要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办不

成的事。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也面临着新

的历史关口。让我们从长征的历

史中汲取力量，团结一心，众志

成 城 ， 携 手 向 着 伟 大 的 中 国 梦

前行。

穿透历史长河的守望
李 哲

每当遭遇逆境每当遭遇逆境，，总有人说这总有人说这

句话句话：：““苦不苦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想想红军长征两

万五万五；；累不累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想想革命老前

辈辈！！””提到长征提到长征，，我知道那是一首我知道那是一首

艰苦卓绝的革命史诗艰苦卓绝的革命史诗，，是一个绝是一个绝

无仅有的伟大壮举无仅有的伟大壮举。。但对于红军但对于红军

在艰苦跋涉的路上到底留下了哪在艰苦跋涉的路上到底留下了哪

些足迹些足迹，，我却知之甚少我却知之甚少。。

借着这次借着这次““记者再走长征路记者再走长征路””

主题采访活动主题采访活动，，我有幸来到福建和我有幸来到福建和

湖北湖北，，追寻红军足迹追寻红军足迹。。站在当年红站在当年红

军练兵军练兵、、筹粮筹粮、、宣讲宣讲、、部署作战部署作战、、后后

方医院的旧址上方医院的旧址上，，与红军将士的后与红军将士的后

人面对面交谈人面对面交谈，，聆听那些浴血奋战聆听那些浴血奋战

的故事和催人泪下的真情的故事和催人泪下的真情，，那段伟那段伟

大历史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大历史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我心我心

目中那些用来概括长征精神的词目中那些用来概括长征精神的词

汇也变得丰富汇也变得丰富。。

对我而言对我而言，，深入实地回望那段深入实地回望那段

历史历史，，实际上是把精神意义的长征实际上是把精神意义的长征

和史实意义的长征做了一次结合和史实意义的长征做了一次结合，，

这种结合刷新了我对长征的认知这种结合刷新了我对长征的认知。。

再走长征路再走长征路，，既是一次饮水思既是一次饮水思

源源、、不忘来时路的心灵洗礼不忘来时路的心灵洗礼，，也是也是

一次一次““脚下有泥土脚下有泥土，，笔下有真情笔下有真情””的的

精神历练精神历练。。我们往往习惯讴歌红军我们往往习惯讴歌红军

战士钢铁般的意志和英勇无畏的战士钢铁般的意志和英勇无畏的

精神精神，，却忽略了红军战士其实也是却忽略了红军战士其实也是

普通人普通人。。在实地走访中在实地走访中，，我听到很我听到很

多父送子多父送子、、妻送夫妻送夫、、兄弟争相上战兄弟争相上战

场的动人故事场的动人故事。。他们是再普通不过他们是再普通不过

的百姓的百姓，，没有钢筋铁骨没有钢筋铁骨，，也非刀枪也非刀枪

不入不入，，即便如此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毅然决他们还是毅然决

然踏上了征途然踏上了征途。。正因为他们是普通正因为他们是普通

人人，，人性的光辉才更加耀眼人性的光辉才更加耀眼，，更彰更彰

显出红军长征是何其不易和伟大显出红军长征是何其不易和伟大。。

辗转于红军当年行军辗转于红军当年行军、、血战的血战的

旧址旧址，，我一直在思考是什么力量支我一直在思考是什么力量支

撑和激励着红军战士们战胜了常撑和激励着红军战士们战胜了常

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今天今天，，我我

们再谈长征精神的时候们再谈长征精神的时候，，还有哪些还有哪些

新的内涵新的内涵？？长征是一步一步走出长征是一步一步走出

来的来的，，新闻报道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新闻报道也是一步一步走出

来的来的。。无论媒介形态如何变化无论媒介形态如何变化、、传传

媒格局如何调整媒格局如何调整，，““脚底板下出新脚底板下出新

闻闻””这句话永远不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会过时。。

一步步踏寻先辈足迹
康琼艳

守得忠魂耀峥嵘，长征精神承

新篇。当我真正走在红军走过的道

路上时，才真正意识到“长征精

神”为何如此重要，因何而生生

不息。

在“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

访中，我深刻体会到，要做好长征

的报道，不能只看着老材料、参观

展览馆、采访熟面孔，只有深入基

层，才能愈加真切和较为细致地了

解长征路上的故事，重温昨日与今

朝的点滴变化中，那不变的长征

精神。

汝城、宁远……沿着红军长征

在湘逆转大势的路线，在有限时间

内，我尽可能延长采访行程，最多

的一天深入 14 个采访点、行程上

百公里。一路上，穿越大江渡口、

踏过密林山涧……处处是红军留下

的军民佳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动人

故事。在长征精神的感召下，我参

与制作了 50 余条融媒体作品，满

是深情与感动，洋溢着热血和激昂

的斗志。

踏上长征路的人们知道前路艰

险，但前进的道路只有一条，那便

是为祖国、为人民创造更大价值和

希望的愿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重温长征精神，既要铭记过往，更

要立足当下。我们不仅需要熟记革

命历史、胸怀奋斗精神的感慨者，

更需要脚踏实地、扎根基层的奉

献者。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只

有行动才能践行初心，唯有做到

才能无愧使命。作为一名青年记

者、一名共产党员，唯有不断努

力 拼 搏 、 扎 实 奋 斗 ， 践 行 “ 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在新闻

报 道 中 始 终 坚 持 操 守 、 甘 于 奉

献，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心怀

信仰、坚定理想，才能走好新时

代的长征路。

用革命精神启迪未来
覃皓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谱

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在在““记者记者

再走长征路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中主题采访活动中，，我来我来

到重庆和宁夏到重庆和宁夏，，踏上红军战士走过的踏上红军战士走过的

万水千山万水千山。。再走长征路的每一天再走长征路的每一天，，我我

都被红军指战员们的故事深深震撼都被红军指战员们的故事深深震撼

着着；；在长征路上的每一个战斗遗址在长征路上的每一个战斗遗址，，

我的眼前都浮现出红军战士我的眼前都浮现出红军战士们坚毅们坚毅

的眼神的眼神，，感受到红军战士们对革命事感受到红军战士们对革命事

业的赤胆忠心业的赤胆忠心。。把学生时代读过的长把学生时代读过的长

征历史和现实采访结合起来征历史和现实采访结合起来，，我对长我对长

征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征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

红军长征能够胜利红军长征能够胜利，，在于对革命在于对革命

事业无比忠诚事业无比忠诚、、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

利利。。在宁夏固原原州区打响的青石嘴在宁夏固原原州区打响的青石嘴

战役中战役中，，红军抓住战机红军抓住战机，，一举消灭敌一举消灭敌

军两个运送给养的部队军两个运送给养的部队，，组建骑兵侦组建骑兵侦

察连察连。。正是由于心中有必胜的信念正是由于心中有必胜的信念，，

红军才能打败敌人红军才能打败敌人、、克服一切艰难险克服一切艰难险

阻阻，，取得胜利取得胜利。。

红军长征能够胜利红军长征能够胜利，，在于顾全在于顾全

大局大局、、严守纪律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紧密团结。。在川河在川河

盖战役中盖战役中，，黔东独立师将士为了有黔东独立师将士为了有

效牵制敌人效牵制敌人，，策应红二策应红二、、六军团东六军团东

进进，，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无论是黔无论是黔

东独立师东独立师，，还是为保卫遵义会议胜还是为保卫遵义会议胜

利召开而进军重庆綦江的红一军团利召开而进军重庆綦江的红一军团

先头部队先头部队、、在城口县掩护红四方面在城口县掩护红四方面

军主力撤退的红三十三军军主力撤退的红三十三军，，红军将红军将

士们在危难之时想到的是如何圆满士们在危难之时想到的是如何圆满

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想到的是如想到的是如

何保证大部队的安全何保证大部队的安全，，用鲜血和生用鲜血和生

命诠释了牺牲奉献精神命诠释了牺牲奉献精神。。

红军长征能够胜利红军长征能够胜利，，在于紧紧在于紧紧

依靠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同人民群众生死相

依依、、患难与共患难与共。。在重庆秀山县在重庆秀山县，，我听到我听到

当地土家族老乡李木富将受伤红军当地土家族老乡李木富将受伤红军

政委段苏权藏在洞穴躲避追捕的故政委段苏权藏在洞穴躲避追捕的故

事事，，热泪盈眶热泪盈眶。。在那个残酷的环境下在那个残酷的环境下，，

因为红军战士心因为红军战士心中装着百姓中装着百姓，，自然赢自然赢

得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得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所以能够所以能够

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我将把长征精神贯穿到自己的我将把长征精神贯穿到自己的

工作中工作中，，磨砺意志磨砺意志，，坚定信念坚定信念，，自觉自觉

提升脚力提升脚力、、眼力眼力、、脑力脑力、、笔力笔力，，努力做努力做

一名心怀百姓的新闻工作者一名心怀百姓的新闻工作者。。

以行动践行长征精神
崔国强

在在““记者再走长征路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主题采

访活动中访活动中，，我先后行走福建我先后行走福建，，横穿横穿

贵州贵州，，重温中国革命历史重温中国革命历史，，体验征体验征

途艰难困苦途艰难困苦，，追寻红军革命理想追寻红军革命理想，，

找寻长征精神传承找寻长征精神传承。。一路不停地一路不停地

走走，，一路深入地访一路深入地访，，时常深感伟大时常深感伟大

的历史永远不会被忘记的历史永远不会被忘记，，伟大的精伟大的精

神永远会被人传承神永远会被人传承。。

在福建省长汀县南山镇长窠头在福建省长汀县南山镇长窠头

村村，，9191 岁高龄的钟宜龙老人自费岁高龄的钟宜龙老人自费

办起了红色家庭展办起了红色家庭展，，媒体集体采访媒体集体采访

时时，，钟宜龙却因住院不在家钟宜龙却因住院不在家。。这位这位

老人的事迹深深感动了我老人的事迹深深感动了我，，为了解为了解

老人的真情实感老人的真情实感，，我雨夜奔波约我雨夜奔波约

100100公里山路公里山路，，在老人出院后做了在老人出院后做了

独家采访独家采访。。

通过深入交谈得知通过深入交谈得知，，钟宜龙目钟宜龙目

睹了亲人支援松毛岭战役中英勇奋睹了亲人支援松毛岭战役中英勇奋

战的红军战的红军，，念念不忘今天的幸福生念念不忘今天的幸福生

活是革命先烈拿命换来的活是革命先烈拿命换来的。。他坚持他坚持

为长眠在松毛岭的红军战士义务扫为长眠在松毛岭的红军战士义务扫

墓近墓近 7070 年年，，还动员全家把最好还动员全家把最好、、

最大的房子腾出来最大的房子腾出来，，办了红色家庭办了红色家庭

展展，，让后代都接受红色教育让后代都接受红色教育，，传承传承

红色基因红色基因。。

老人告诉我老人告诉我，，尽管岁数大了尽管岁数大了，，还还

是有很多事情要做是有很多事情要做。。他对红色文化他对红色文化

传承的执着让我很受感动传承的执着让我很受感动。。

采访中采访中，，还有不少自发传承长还有不少自发传承长

征精神的感人故事征精神的感人故事。。客家人历来流客家人历来流

传着把祖先牌位放置在房屋中堂的传着把祖先牌位放置在房屋中堂的

习俗习俗，，然而然而，，在福建省长汀县县前在福建省长汀县县前

街街，，客家人毛伟先却把客家人毛伟先却把““苏区精神苏区精神””

牌匾挂在了中堂牌匾挂在了中堂。。原来原来，，他的祖父他的祖父

和父辈在长汀县城创办的毛铭新印和父辈在长汀县城创办的毛铭新印

刷所刷所，，后来成为原中央苏区最早的后来成为原中央苏区最早的

红色印刷所红色印刷所，，先后走出先后走出 1010 多位红多位红

军军。。毛伟先把毛伟先把““苏区精神苏区精神””牌匾挂在牌匾挂在

中堂中堂，，让家人永远铭记历史让家人永远铭记历史。。有感有感

于此于此，，我写了独家报道我写了独家报道《《秘密据点显秘密据点显

威力威力 红色印刷遍苏区红色印刷遍苏区》。》。

一路走一路走，，一路写一路写，，一路感动一路感动。。

红军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红军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

概概，，促使我尽心竭力写好每一篇稿促使我尽心竭力写好每一篇稿

件件，，讲好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讲好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为为

弘扬长征精神尽微薄之力弘扬长征精神尽微薄之力。。

让革命历史照进现实
赵淑兰

在“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

活动中，我来到粤北。这里关于红军

和长征的遗存不算多，但越是这样，

我们越需要耐心找到这些闪光的红

色记忆，让这段历史熠熠生辉。

来到清远前，我从资料中得知，红

军部队在当地建立游击队、农民协会，

成立苏维埃政府，产生了巨大影响。

参与农民协会和苏维埃政府建

设的当地老百姓，他们的后人在哪

里？我列了个有据可查的名单给当地

的同志，希望能找到线索。最终，在瑶

安镇天光山村找到了天光山地区农

民协会副主席赵开保的孙女赵来妹。

80 多岁的赵来妹记得，当年直

到红军从湖南来到当地，建立了游击

根据地，村民才不受白军和土匪打扰

睡上安稳觉。这种紧密团结的革命

情谊，让红军在当地进退自如。

由史及人，相互印证，用一点“眼

力”“脑力”和“脚力”，花一点时间去

追溯，这并不是为了抢“独家”新闻，

而是为了更真实地呈现这段历史。

当线索有限时，就要耐心细致寻

找；当资料繁多时，就要找到清晰的坐

标理出脉络。再走长征路，每个人需

要知道为什么再走，为什么而写。不

应只是为了感怀，而应给行进在新时

代长征路上的我们更多指引。

采访中，李聚奎将军的后人给我

讲了这样一段往事。1934 年 10 月

份，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突然接到任

务，带一个团在前头开路，掩护整个

部队通过粤汉铁路。毛泽东告诉李

聚奎，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大方向

就是向嘉禾、蓝山前进，具体道路由

你们决定。

“大方向”三个字，让李聚奎记了

一辈子。他说，党的正确领导，就是

人民军队大方向不偏移的根本保证，

他这一辈子，跟党是跟定了！

通过这次采访活动，我深切感受

到：长征精神，将凝聚起万众一心奋

斗新时代的精神力量，永远不朽。

凝聚新时代精神力量
陈莹莹

崔国强崔国强（（右一右一））在在宁夏宁夏西吉县西吉县

将台堡红军纪念园将台堡红军纪念园采访采访。。

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天一刘天一摄摄

在福建宁化在福建宁化，，9292 岁岁

的李阿婆向康琼艳的李阿婆向康琼艳（（左左））

讲述红军故事讲述红军故事。。

林林 辉辉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赵淑兰赵淑兰（（左左））在贵州余庆县向当地群众了解红军在贵州余庆县向当地群众了解红军

强渡乌江的情况强渡乌江的情况。。 彭永志彭永志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陈莹莹陈莹莹（（左左））在广在广

东清远连州冯达飞将东清远连州冯达飞将

军故居采访军故居采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郑 杨杨摄摄

覃皓珺覃皓珺（（右右））在湖南怀化市流在湖南怀化市流

源村采访源村采访。。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魏永刚魏永刚摄摄

李哲李哲（（右右））在在

云南皎平渡口采云南皎平渡口采

访访。。李冬松李冬松摄摄
（（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