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中国故事中国故事
责编：杨俊峰 邮箱：rmrbzggs@126.com

2019年8月21日 星期三

再走长征路的记者心声再走长征路的记者心声再走长征路的记者心声
编者按：为做好“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
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
人民日报海外版 8 名记者参
加，接力走完全程。其中，
记者部2名记者分别跟完了4
个省份的采访行程。

采访中，记者们跋山涉
水、走村入户，与红军后代
交流，向党史专家请教，锻
炼和提升了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一路上，记者们
追寻初心，大力弘扬用生命
和鲜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
神；坚守恒心，深情讲述党
和人民鱼水情深、生死相依
的感人故事；激发信心，把

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团结奋
斗的精神风貌展现出来，把
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热情
干劲调动起来。

期间，记者叶子代表人
民日报社记者参加中宣部组
织的“记者再走长征路 遵义
会址话长征”直播访谈活
动，被新闻联播、朝闻天
下、中国之声等媒体报道。
记者卫庶期间采写发布上百
篇融媒体作品。记者李贞在
人民日报客户端、微博等平
台进行了视频直播，《从这里
开始！探访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纪念馆》总观看量超300万
次。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
示，肯定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记
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指出
伟大长征精神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
断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作为记者，我有幸参加了再走长
征路贵州、四川、甘肃三个省份的报
道，渡大河、爬雪山、过草地，听解
说，访红军后人，行程 5100 余公
里。一路走来，我们发现，红军走过
的路没有一条是平坦的，但又没有任
何困难能阻挡住红军的胜利前进。

踏平坎坷成大道。长征的转折点
在于遵义会议和苟坝会议、会理会议
以来，我们党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
的领导核心地位，两河口会议确立了

正确的北上路线，沙窝会议和毛儿盖
会议等坚持了北上路线。正是因为党
和红军有了核心，才有了正确的路线
方针，长征乃至中国革命才有了胜利
的方向和道路。

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
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断跨越前
进道路上新的“娄山关”、“腊子
口”，一定要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
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坚定理想信
念，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最重要的是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两个维护”，尤其是要增
强核心意识，坚定跟党走。

有了核心，
才有胜利的方向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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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眼里可以看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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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始终一往无前
本报记者 李 贞

有些巧合，在“记者再走长征路”
活动启动仪式的当天，按公历算，是我
35 岁生日。在此之前，因感动于《北
上》（刘统著）一书中描述的中共中央
对方向的坚定和坚持，我决定报名四
川段采访活动，尤其要去看看定下北
上方针的两河口会议会址。

7 月 25 日至 31 日，我参加了“记
者再走长征路”四川段的 B 线采访活
动。如我所愿，我看到了两河口会议会
址。它是一座关帝庙，普通得再也不能
普通。然而就在这座小庙里，中共中央
定下了北上的方向。正因为坚守了这
一方向，红军才赢得长征胜利。一个地
方和地点，风景好坏也好，装修豪华与
否，它的历史价值更多与这儿发生的
事儿有关。而今这座关帝庙附近，已经
修了面积很大的纪念馆，方便一拨拨
的人们前来体验和思考。

定下了北上的方向，并不意味着一
定能够得到严格执行。为了强调和贯彻
这一方向，中共中央又在沙窝、毛儿盖
等地召开会议。川行七日，最让我震撼
的，除了看到牺牲、看到信念、看到初
心，是沙窝会议会址——在一栋藏楼的
一楼，我看到挂在最前面的照片上写着

“张闻天35岁”。我今年35岁，他当年35
岁。两个35岁，我在新时代做自己份内
工作，他在长征路和同行者担起历史重
任。我所处的是中华民族日益接近伟大
复兴的新时代，他所在的是风雨飘摇民
不聊生的旧时代。当时人“历尽苦难”，
才有今日人“收获辉煌”。

方向决定成败。新时代的长征路，
我们已经定下方向。这个方向，写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里，写在习近平总书记的
系列重要讲话里。坚信这一方向，坚定
这一方向，新长征必将胜利。

很早之前，我听过这样一段故
事：有人曾问邓小平，长征那么艰难
凶险，你是怎样走过来的？邓小平说
了三个字，“跟着走”。

今年6月，我有机会跟随“记者
再走长征路”的行程，来到当年红军长
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于都，真切体验了长
征的艰辛与伟大，也第一次深刻理解了

“跟着走”这三个字背后的深意。
走，是一个简单的动作，然而在

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能坚持走下
去，就是最不容易的事。眼前是长
河、雪山、草地、高原，身后是敌兵
围追堵截，红军队伍只能连夜行进，
或是专走人迹罕至的小路。我们采访
中，也来到于都祁禄山体验了一段短
短的“红军小道”。正值大雨倾盆，
山路泥泞湿滑，谷间水流湍急。山里
桥不是桥，路不算路，满是泥坑、碎
石、树杈，本就狭窄得仅容一人行进
的路上，几乎无处落脚。然而，我们
所体验到的困难或许还不及当年长征

实际经历的万分之一。
除了自然条件的恶劣，途中战斗

的牺牲更是惨烈。据老乡讲，有的战
役后，整条河都被染得血红；有的战
士受了伤，怕敌军搜查累及村民，就
蜷缩在阁楼、草棚中一躲几个月。许
多战士在出发前就已预见到，这必将
是一趟艰苦卓绝甚至是有去无回的征
程，然而他们仍然一往无前。有的战
士穿着爱人亲手编织的草鞋踏上征
途，却再也没能回到爱人身边；有的
战士临行前，在老母亲的床前跪了整
晚，以表不能膝前尽孝的愧意。

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们，放下了
个人利益甚至生死，心中怀着的是对
理想信念的坚定，是对克服一切艰难
险阻的信心，是对光明未来的永恒追
求。而这一切，具象化表现就是“跟
着走”。我想，对于我们当代青年来
说，这三个字背后的简单、执着和坚
定，也正是要继承和发扬的一种长征
精神。

“又走长征路去了啊？”这个夏
天，同事朋友们常常问我的就是这句
话。此次记者再走长征路的采访活
动，13 个省 （区、市） 中我去了福
建、广西、贵州、湖北4站，一共24
天的采访行程。回想起来，雨水汗水
泪水、歌声笑声回声，崇山峻岭、大
江大河，挫折与牺牲、胜利与纪念，
一个个蒙太奇镜头勾连太多记忆。

与 85 年前那场史诗般的出发不
同，我的长征之旅是从探索开始的。
我们这一辈年轻人，对长征的印象几
乎只停留在历史书上的几段文字，而
在那之外，一连串的疑惑有待探索。
老百姓为什么相信红军、相信共产
党？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伟大转折？
如此悬殊的军事实力对比下，红军长
征何以胜利？

作 为 记 者 代 表 参 加 央 视 直 播
“记者再走长征路 遵义会址话长
征”节目时，我分享了三个关于桥
的故事：红九军团出发前设立征兵
处的客家风雨桥、湘江战役时临时

搭建的浮桥、贵州省黔东南州八舟
河上相隔不远的新老红军桥。这些
桥有的还在，有的不复存在，有的
得到了新生，却都能解答我的一些
疑惑。因为它们是军民鱼水情深的
见证，是红军战士勇敢坚毅勇于斗
争的见证，是长征精神在今天不断
得 到 传 承 的 见 证 ， 更 是 理 想 和 信
念、初心和使命最好的诉说。

走过长征路之后再看长征相关的
文字，我总是被打动，也更能理解公
元 1000 年至 2000 年间，人类历史进
程中一百件重要事件，中国有3件入
选，长征位列其中。我想，长征迸发
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是跨越时
空、跨越民族的。关于这份不能忘却
的纪念，我们青年一代的记忆应该更
加丰富。如此，才能深刻认识红色政
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才能走好新
时代的长征路。正如登上娄山关所看
到的诗句所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
今迈步从头越。

6月27日，记者来到湖南汝城县
文明瑶族乡沙洲村采访。中午时分，
烈日暴晒，沙洲村广场开阔没有遮
挡，很多行人走过广场时一阵低头小
跑，赶忙冲进周边商铺，躲避酷暑。

就在这时，广场上架起了舞台，
台下为观众撑起遮阳伞，一场演出即
将开始。这是汝城县“半条被子的温
暖”送戏下乡活动。

“半条被子”是一个广为流传的
故事。2016年 10月 21日，在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提到“半条被子”的故事：

“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 名女红军
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
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
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
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
条给老百姓的人。”

“半条被子”的故事发生在 1934
年深秋，为了还原当时的情形，舞台
上的4名女演员身着秋装，在烈日下

露天表演。她们每一个灵活的纵身跃
起、每一次紧抱棉被后的幸福微笑，
仿佛都在告诉观众，她们身处 85 年
前的那个寒冷深秋，没有烈日当空，
没有酷暑难耐，没有汗流浃背。

在采访中，记者们常讨论一个话
题：长征精神在哪儿？它沉淀在战火
煅烧的遗迹里，书写在荡气回肠的史
篇里，更浓缩在无数“小事”中。4
名演员烈日下的坚持，虽然不是轰轰
烈烈的壮举，却让我们看到，长征精
神离我们很近，长征精神鲜活地存在
于我们身边。

如果将 85 年前的那场伟大史诗
比作一颗大树，那么一场场轰轰烈烈
的战役就是树干，而那些感人的“小
事”是一片片叶子。在湖南采访，记
者听到很多这样的“小事”：半条被
子、一张借据、一只竹碗、一口水缸
……85 年过去了，当地人仍能描述
出故事的细节，这些“小事”跨越时
空，让长征变得离我们如此之近。

7月14日至18日，我跟随“再走长
征路”主题采访团在重庆进行采访。重
庆，与其他省市相比，在长征中只是很
短暂的一次过境式穿插。主力红军在
綦江只停留了七天七夜的时间，没有
发生什么大型战役和标志性事件，可
谓“这里的长征静悄悄”。

基于采访前了解到的信息，我心里
真是没底，不知道这篇稿子写什么、怎
么写。但是，几天的采访下来，我挖掘到
了不少意外的“惊喜”。比如主力红军进
驻綦江，与遵义会议其实是同一天，而
这次过境綦江背后的战略意图，就是为
了在遵义以北构筑防线，并且造成佯攻
重庆的态势，分散国民党军队的注意
力，保卫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比如主
力红军虽然只过境綦江，但在酉阳开辟

南腰界根据地的红三军，最后与红六军
团会师，发展壮大成红军三大主力之
一，共同拉开了长征的序幕，等等。

类似这些不为人们所熟悉的、关
于长征“征前征后”的故事，通过这次
采访一下子浮现面前，引起我的思考。
漫长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从酝酿到出
发到成功，除了有众多关键性战役与
会议的推动，更是由无数默默行走的
征途所组成的。他们不见得功勋卓著、
彪炳史册，但同样在长征中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我们有责任
把这些看上去“默默无闻”，实则“非同
小可”的征途挖掘出来，展示出来，让
属于他们的荣光闪耀在长征的历史
上，闪耀在今天的社会中。

8 月 9 日，记者到陕西省甘泉县
象鼻子湾村采访，了解到在象鼻子湾
村发生的“雪地讲话”的珍贵细节。

“爷爷告诉俺，他心里一直记着
毛主席在雪地里给红军讲话的情景，
直到去世。”今年83岁的贾生贵老人
对记者说。贾生贵是陕西省甘泉县象
鼻子湾村村民，从爷爷贾有旺到他这
一辈，三代人一直生活在这个陕北小
村庄里。

“爷爷跟我说，一支身穿灰色军装
的队伍来到我们村驻扎休整，他们的帽
子上都有红色的五角星。”贾生贵说，

“爷爷说部队在村口的大树前开了一个
会，一位湖南口音的领导站在土台上给
大家讲话。俺爷爷没上过学，听不懂说
了些啥。只记得当时的雪好大，特别
冷，很多红军战士衣衫单薄，有的战士
裤腿上的布都是一条一条的，根本遮不

住寒，但他们腰板都挺得很直，在他们
的眼睛里，可以看到光。”

红军走到陕北时，长征已接近尾
声。回想当时的画面，真的很难想
象，这群骨瘦如柴、衣衫褴褛、食不
果腹的士兵们，就这样完成了两万五
千里长征这一人类军事史上的壮举。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我想，只
有依靠钢铁般的意志，对党的忠诚以
及对革命的崇高信仰，才能完成这段
不可能完成的奇迹。因为他们坚持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所以他们才能舍生忘死前赴
后继与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敌人拼搏战
斗，并最终取得胜利。

这就是初心的力量，不管时代如
何改变，我们都应该坚守住这份力
量，继承前辈们的意志化作为民族复
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在一个阴雨的下午，记者在云南
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博物馆
内，看到了一首题为《心愿——一个
藏族战士的恋歌》 的诗歌：“不合脚
的靴子，是彩虹我也不要，感情不和
的伴侣，是天仙我也不要。奔腾的雅
砻江怎能倒流，离弦的飞箭绝不会回
头。我们共同的心愿，是同红军走到
底。心愿！心愿！长征到底！心愿！
心愿！扎西德勒！”

谁也记不清这个藏族诗人战士的
名字，这质朴而炽热的情感穿越了岁
月，永远让人刻骨铭记。

1936 年 4 月 25 日，贺龙、任弼

时等率领红二、六军团，从丽江的玉
龙县石鼓至巨甸沿江一线北渡金沙
江，进驻当时的中甸县，准备继续北
行，跨越雪山草地。他们大多是年轻
人。据统计，这支红军部队的将领平
均年龄不足 25 岁，师以上干部大多
20 至 30 岁，普通战士的平均年龄就
更小了。这支年轻的队伍在这里翻越
雅哈雪山，跨过拉咱坝草地。在战斗
中，160多名指战员长眠于此。

这些年轻红军们当时的诗与远
方，既平凡又伟大，他们视死如归的
英雄气概、受百姓爱戴的朴实感情，
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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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郑娜本报记者郑娜（（右一右一））在重庆綦江重走长征路在重庆綦江重走长征路。。（（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杨俊峰本报记者杨俊峰（（右二右二））在陕西在陕西甘泉县采访甘泉县采访。。（（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叶子本报记者叶子（（左一左一））在湖北十堰市郧西县采访在湖北十堰市郧西县采访。。（（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陆培法本报记者陆培法（（后排左后排左二二））在六盘山采访在六盘山采访。。（（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陈振凯本报记者陈振凯（（左一左一））在爬梦笔山途中在爬梦笔山途中。。（（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卫庶本报记者卫庶（（后排右一后排右一））在榜罗镇会议纪念馆前在榜罗镇会议纪念馆前，，与老红军和老红军后人一起与老红军和老红军后人一起。。（（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李贞本报记者李贞（（右一右一））在江西于都采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在江西于都采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