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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草地间峥嵘岁月稠
本报记者 钟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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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川成都向西驶过雅安，汽车便一头扎

入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中，天气也开始阴晴不

定，变幻莫测，座座雪山在雾气中时隐时现。

1935 年 1 月，也是这样的冬天，党中央率

领红一方面军从贵州遵义进入川南。1936年8

月，红二、红四方面军走出雪山草地离开四

川。红军三大主力在四川境内转战一年零八

个月，四川全省69个县市留下了红军将士的英

勇足迹。“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历史是整个红军

长征史中浓墨重彩的篇章。”四川省委党史研

究室二级巡视员周锐京说。

冬日的大渡河，水清冽，流湍急。清晨的四

川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渡口，在流水声中显得

愈发静谧。记者站在岸边一组红军强渡大渡河

群雕前，仿佛置身于当年激烈的战场，听见红军

刺破天际的军号声、响彻河谷的枪炮声。

四渡赤水进入川南的红军，经过巧渡金沙

江、围攻会理城、彝海结盟及佯攻大树堡，于

1935 年 5 月 24 日晚冒着绵绵细雨急行军抵达

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

5 月的大渡河已进入汛期，河面宽达 300

多米，河水拍打着密布巨大岩石的河床，发出

轰隆隆的怒吼声。25 日清晨，在刘伯承、聂荣

臻亲自指挥下，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率领

17名勇士乘坐一只小舟劈波斩浪，冒着枪林弹

雨冲向敌阵，成功强渡大渡河，为红军打开一

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在这场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战斗中，

红军是如何横渡天堑冲出重围的呢？四川省

委党史研究室的研究表明，老百姓为红军强渡

大渡河提供了重要帮助。

渡河的第一条小船是红军从敌人手中夺

得的，第二条小船是百姓从下游找到并拉到渡

口处的。之后老百姓又找到了更多的船并帮

助红军修好被破坏的船。

红军原计划24日连夜渡河，当地老百姓献

计给刘伯承：须得天亮后才能看清水流、旋涡、

礁石，否则难以到达对岸；得把船拉到上游一

公里的地方，然后借着水流方向，斜划到对岸；

还必须由当地熟知水性的船夫摆渡，红军没有

在当地渡河的经验，很危险。此外，许多百姓

还加入到送红军过渡的船工队伍中，最多时船

工达77人，其中有9名船工不幸牺牲。

红军何以赢得众多百姓舍命相助呢？

48岁的当地人张杰在安顺场经营客栈，他

曾听老人们讲红军的故事：“国民党军队和土匪

到老百姓家里抢粮，而共产党的红军一到就开

仓放粮；国民党为坚壁清野，不让红军有渡河的

木板，拆毁烧掉了许多老百姓的房子，而红军到

安顺场时正在下雨，他们宁可睡在屋檐下也不

破门进入没人的百姓家里……许多一开始害怕

红军而躲进山里的百姓又返回家中。”

“红军长征之所以能最终取得胜利，能得

到老百姓的支持，是因为红军是一支由中国共

产党领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的人民军

队，她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

旨。”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胡学举说。

强渡大渡河，百姓舍命助

根据形势变化，5 月 26 日，中革军委决定

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从大渡河东西两岸向北

奔袭，夺取泸定桥，以解决主力红军渡过大渡

河的难题。

泸定桥横跨汹涌奔腾的大渡河，是四川西

部地区的咽喉要道，也是红一方面军北上的必

经之路。泸定桥由 13 根铁索连接东西两岸而

成，9 根是底索，上面铺上木板，左右各有两根

铁索作扶手。

从石棉县安顺场到泸定县泸定桥，如今

驱车行驶十分便利，而彼时却只能走羊肠小

道翻山越岭，共约 320 里路。红军本来计划

用 3 天时间完成夺桥任务。然而红四团第一

天刚走完 80 里路，第二天即 5 月 28 日一早，

就突然接到要求他们提前一天完成任务的

命令。于是，5 月 29 日清晨，红四团飞奔泸

定桥西桥头，创下了一天一夜急行军 240 里

的纪录！

硝烟散去的泸定桥，如今既是泸定县城百

姓往来大渡河东西两岸的通道，也是红色旅游

的重要景点。虽已铺上木板，但人走在桥上

时，桥身左右大幅摇摆，难以站立，桥下激流轰

鸣，令人惊惧。

桥中间，一对来旅游的年轻人相互搀扶

着缓慢移动。“小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飞夺

泸定桥’，我印象非常深刻。插图中的泸定桥

只剩铁索，底下就是湍流，另一头是枪林弹

雨，红军勇士还要穿过熊熊大火才能成功夺

桥。今天来到桥边，觉得现场比课文中写得

还要凶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年轻人

要加倍珍惜。”其中一人对记者说。

面对艰险，英勇的红军从不退缩。战士们

人人舍命争先，最终 22 人组成夺桥突击队。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扶索持枪，穿过弹雨火

海。当天下午 4 时，突击队成功夺桥，红军主

力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大渡河，敌人歼灭红军

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彻底破灭。

飞夺泸定桥，将士奋勇冲

在 这 里 倾 听 历 史 诉 说
本报记者 刘 畅

飞夺泸定桥后，党中央继续北上。中央红

军翻越夹金山，于 6 月中旬到达懋功（小金

县），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随后，党中央制

定了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先后翻越梦笔

山、鹧鸪山等多座雪山，并三过草地。

“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共 10 余万人在阿

坝境内转战一年零四个月，大都是条件十分艰

苦的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红军很好

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当地藏羌回汉等各族

人民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都十分拥护。”阿坝

州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冯佩林介绍说，据不完

全统计，当地支援红军粮食超 2000 万斤，各类

牲畜 20 多万头，还有 5000 名各族群众参加了

红军。

在阿坝州松潘县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

内，有一块陈旧的“木板借条”，上面清楚地记

录着红军长征时向当地藏族牧民借 200 斤青

稞的情况。讲解员秦成勇动情地说，纪律严明

是长征胜利的一大法宝。

长征胜利 80 多年来，共产党始终“铭记来

路”。如今再走长征路，沿途早已旧貌换新

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些地区均实现

了历史性跨越。2020 年初，甘孜、阿坝两个涉

藏地区的贫困县（市）、贫困村全部脱贫；2020

年 11 月，凉山彝族自治州 17 个县（市）中的最

后 7个县退出贫困县。至此，那片“彝海结盟”

传佳话的彝族地区全部退出贫困县，四川 88

个贫困县全部“清零”。

重走长征路，旧貌换新颜

重走红军在四川的长

征路，时时让人感动。其

中有两个故事让人印象

深刻。

一个是关于强渡大渡

河勇士名单。强渡大渡河

成功后，红一军团政治部

出版的《战士报》对时任红

一团一营营长的孙继先进

行了采访。他提供了一份

跟着自己冲锋陷阵的 17

人 名 单 ，却 没 有 写 上 自

己。所以“十七勇士强渡

大渡河”就成了定论，被广

为流传。后来，当时的团

长杨得志将军专门写文章

对 此 进 行 了 更 正 。 1990

年孙继先逝世时，新华社

播发的稿件中指出，孙继

先“是红军长征中强渡大

渡河战斗的十八勇士之

首”。

另一个是关于缴纳最

后一笔党费。1935 年冬，

红四方面军在翻越党岭雪

山时，一位战士突然发现

雪地上露出一只胳膊。走

近才看清，被冻僵的手里

还握着一本党证和一块银

元。党证上清楚地写着主

人的名字：刘志海，中共党

员，1933 年 3 月入党。大

家意识到，这是战友向党

交出的最后的党费。担心

自己被积雪掩埋不被发

现，刘志海才高高地将右手举起来……

在第一个故事里，孙继先冲在最前面，而在名利

面前他却选择了忘记；在第二个故事里，刘志海在生

命的最后时刻也铭记自己的党员身份，铭记着党员

的责任和义务。

忘记的是名利，铭记的是责任。“时刻牢记自己

共产党员身份，时刻树立坚定的信念，在危险面前冲

在最前面，这正是我们红军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的重要原因。”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巡视员周锐

京深有感触地说。

红军长征不仅是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

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长征所铸就的伟大精神，

在新时代同样是激励、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的宝贵

财富。

长征已过去 80多年，我们的国家已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虽然在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目标任务

不同，但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信念、事业

没有变。前进道路上仍然会充满了风险、困难和挑

战，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不忘初心，继承

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要保持战略定力、善于攻

坚克难、勇于夺取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夺取新长

征的伟大胜利。

走进四川成都市建川博物馆聚落，红军长

征在四川纪念馆内，军帽、马驮袋、迫击炮炮弹

等 1000多件物件、580多幅历史图片依次陈列

在 2000 余平方米的展馆里。展馆再现了“红

军爬雪山、过草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腊子

口红军攀悬崖歼敌”等震撼人心的场景。在

“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复原场景中，淹没双膝

的沼泽地里，负伤的红军战士有的抬着担架，

有的互相搀扶艰难前行，工农红军的旗帜高高

飘扬。

时光无言，这些静静陈列的物件唤醒了热

血澎湃的红色记忆。

“2016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我们精心布置，用半年时间建好了这个展馆。”

樊建川是建川博物馆馆长，红军长征在四川走

过的所有路线，他都熟稔在心；每一件文物，他

都如数家珍；每一个故事，他都妥帖收藏。

“比如展柜中这些子弹壳，就是当年战斗留

下的，老百姓种地时经常翻到。”指着展柜中上

百个子弹壳，樊建川说。再比如，红军当年留下

来的斗笠、水壶等不少藏品来自百姓、红军后代

的捐赠，还有一些则是樊建川上门“讨”来的。

“很多人都是无偿帮助我们，甚至不少人

觉得捐文物还不够，还想多做些其他事情。”说

起这些，樊建川十分感慨，“这些年来，很多人

侠义相助，博物馆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当问及建馆初衷时，樊建川笑称自己为

“馆奴”，收藏已经从一种爱好变成他的责任。

他说：“应该有人敲响警钟，让人们铭记历史，

而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

谈到长征精神带给自己的触动，樊建川

说，总要有一部分人做社会的脊梁，总有一部

分人奉献更多。倘若没有红军的两万五千里

长征，中国革命的星火又怎会得以留存并终成

燎原之势。

“我们建设这座纪念馆，就是想用文物说

话，让年轻一代用心灵去领悟长征精神、用行

动去弘扬红军文化，继续把我们的国家建设

好。”樊建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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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在四川石棉县安

顺场镇，中国工农红军强渡

大渡河纪念馆利用声光电技

术再现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

时的场景。

本报记者 钟华林摄

图② 撤掉桥上木板等

待检修的泸定桥。该桥位于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

泸桥镇。 黄永邦摄

图③ 在四川石棉县安

顺场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

河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两位

游客在与红军强渡大渡河纪

念碑合影。

本报记者 钟华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