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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风平浪静的于都河，这几
天波涛汹涌。600余米长的长征大
桥横跨在河上，桥上车水马龙，桥下
数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
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脚步，追
忆红军长征惊心动魄的历史……

6月 11 日，中宣部在江西于
都、瑞金和福建长汀、宁化举行“壮
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
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仪式。
在于都主会场参加完启动仪式后，
媒体记者首先来到长征大桥下的
西门渡口，听红军后代讲述中央红
军第三、八军团部分队伍1934年
10月从这里出发长征的故事。

“1993年，在上海生活的爷爷

收到家乡于都来信，信中说，于都
准备在于都河长征渡口旧址修筑
长征大桥，打通湘南、赣南、闽南要
道，发展老区经济。这是造福于民
的事，爷爷当即寄来了1000元，并
写信鼓励家乡政府把这件造福老
区人民的事办好。”老红军段德彰
的侄孙、65岁的段绍发说。

段德彰1913年出生于于都车
溪乡坳背村，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1932年进入瑞金红军
学校学习，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
党。他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
长征以及辽沈战役等。1955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1999年逝世。

让媒体记者深感震撼的是，长

征伊始，段德彰和同乡11人同时出
发，但最后幸存的仅有他一人。于
都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牺牲——该
县有67709人参加红军，为革命牺
牲的有姓名可考的烈士达16336人。

在结束西门渡口的采访后，媒
体记者又乘车前往位于坳背村的段
德彰故居参访。故居是一处赣派建
筑，已有百余年历史，大门左侧悬挂
的“红色文化展览厅”引人注目，建
筑一旁的荷花散发着淡淡清香。站
在故居院落中，段绍发的思绪回到
了1996年11月，“那一年，我去上海
拜访爷爷，他题写了‘红军精神代
代相传’8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赠予
我，嘱托我把红军精神传承下去。”
段绍发说，这8个字深深地烙印在
他的脑海中，也践行在生活中。

如今，段绍发已在段德彰故居
义务讲解了23年，讲述红军故事，
宣讲红军精神，让当地的中小学生
和前来参观的游客接受革命传统
教育。 （6月11日发自江西于都）

江西于都红军后代段绍发——

23年义务宣讲红军故事红军精神
本报记者 赵迎昭

这里的桥，让远征者跨越汹涌
波涛，到达胜利的彼岸。

这里的桥，见证苦难与辉煌，
象征着民心党心息息相通。

6月1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记者再走长征路”
主题采访活动在中央红军长征集
结出发地——江西于都启动。

于都河静静地流淌，当年中央
红军主力出发的渡口旁，一段浮桥
无声地诉说着85年前那段血与火
的历史，传扬着“于都人民真好，苏
区人民真亲”的佳话。

桥相连

于都县贡江镇建国路上一处
没有门板的老房子，如今成了游客
慕名而来感受长征的去处。客家
老宅内，“两井三厅”保存完好，进
门处却没有门板。这是红军后人
刘光沛家的祖屋。

“为什么我们家没有门？”幼年
时刘光沛问，母亲告诉他：“门板被
你爷爷拆下来给红军搭桥了。”

桥，决定着红军的生死存亡。
1934年10月，在于都河北岸

集结着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
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
余人。此时的外围，敌军重兵正围
追堵截，步步紧逼。

桥，承载着军民的鱼水深情。
红军长征出发时，百姓主动送

来门板、床板，甚至寿材，几乎家中
所有可用的木料都用来搭设了浮
桥。通过8个主要渡口、5座浮桥，
红军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途。

于都河，由此有了“长征第一
渡”的不朽名号。

85年，弹指一挥间。紧挨着
“长征第一渡”，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纪念碑巍巍屹立，述说着苏区军民
一心、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桥，见证着于都的沧海桑田。
“如今所有渡口都建起了大

桥。”从5座浮桥到35座大桥，2017
年落成的梓山贡江大桥是最年轻
的一座……1996年参加工作的于
都县交通局干部丁石荣对于都河
上的桥梁如数家珍。

“村里的蔬菜无论是北送南
昌，还是南下广东，能少走100公里
路程。”距离大桥不到10公里的于

都县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中，一排
排现代化标准蔬菜大棚鳞次栉比，
梓山镇潭头村村支书刘连云对这
座大桥感触最深，村里建档立卡贫
困户109户，都参与了蔬菜产业。

红土蝶变，桥并非唯一的见
证。85年前的一个夜晚，距离瑞金
叶坪不到10公里的黄沙村华屋自
然村，17个青年踏上血染的征程。
出发前，他们栽下17棵松树，和家
人约定“见松如见人”。如今走进
村口，青松掩映，一栋栋白墙黛瓦
客家小楼拔地而起，数代人住着低
矮破旧、透风漏雨土坯房的华屋已
处处皆“华屋”。

“沙洲坝，沙洲坝，无水洗手
帕。”80多年前，毛泽东为解决当地
老百姓喝水问题，带领红军战士挖
了一口井，沙洲坝人从此吃上了干
净的井水。老百姓给这口井起了
个名字——“红井”。

“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让
新中国几代人耳熟能详。80多年
后，“共和国摇篮”瑞金市初心不
改，从群众关心的“小事”做起，把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作为扶贫开发
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实施城乡供水
一体化项目，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
100%解决饮水安全问题。

改造农村危旧土坯房69.52万
户，解决546万农村人口安全饮水
问题，解决近300万山区群众不通
电和长期“低电压”问题……长期

以来困扰赣南苏区的住房难、喝水
难、用电难、行路难、上学难、看病
难等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

“从过河的桥，到支持赣南等
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相关政策出
台，大到战略定位、产业发展、基础
设施，小至村民住房、百姓喝水、孩
子上学……一条主线就是为了让
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在中央苏区
史专家凌步机看来，这就是共产党
人始终不渝的初心和使命。

心相通

“喜书记”不姓喜，而姓许。
“他给大伙办了很多事，村民

有喜事都愿和他说，加上客家话中
‘许’和‘喜’谐音，大伙习惯叫他
‘喜书记’。”下乡扶贫两年，江西理
工大学驻兴国县崇贤乡崇义村扶
贫第一书记许立新有了新称呼。

类似的“别称”不在少数：自然
资源部“80后”干部李兆宜曾担任
赣县区五云镇夏潭村第一书记，带
领村民打井发展甜叶菊产业，被称
为“打井书记”；江西省投资集团驻
瑞金叶坪乡大胜村第一书记刘欢
迎，为五保户、低保户以及无房贫
困户筹建“梦想家园”，被称为“欢
迎书记”……

赣南是长征出发地，也是苏区
干部好作风发源地。一个个带着
亲昵的别称背后，是一道道心心相

印的干群“连心桥”。
这一鱼水深情的密码，写在时

任红1军团2师4团政治委员杨成
武将军的《别了，于都河》中：“这里
的乡亲们没有把我们当外人，甚至
待我们胜过亲人——他们帮我们补
衣裳，教我们打草鞋，像逢年过节迎
亲人一样，给我们捧来香喷喷的红
薯、红米饭和可口的菜肴……”

这一鱼水深情的密码，写在80
多年前的山歌声中：“苏区干部好作
风，自带干粮去办公……”在艰苦的
革命岁月，党员干部与工农群众一
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很多苏区
干部自带粮食去办公，一心为民、清
正廉洁的作风赢得群众衷心拥护。

85年后，“苏区干部好作风”再
写新篇。赣州市3509个行政村（社
区）都有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
队，8.59万名干部与29.04万户贫
困户结对，实现结对帮扶贫困户全
覆盖。

85年前，老区人民为支持革
命，把自家的年轻人源源不断送上
战场，跨过于都河的8.6万余人，赣
南籍红军达5万多人。

饮水思源，初心不改。为了苏
区的发展，如今42个中央国家机关
及有关单位对口支援赣南，已有3
批 121名优秀干部深入赣南各县
（市、区）、赣州经开区挂职帮扶。

当挂职期满，所在村子也整村
脱贫，中国日报社挂职会昌县珠兰

乡大西坝村第一书记的冯宗伟却选
择再留一年，一定要等荷花长廊建
起、大棚蔬菜基地市场稳定再说。

面对扶贫“新长征”，来到长征
出发地的干部倾心接力。

再出发

2019年赣州开出的第100列
中欧班列，较2018年开出的第100
列整整提早了7个月。

来自赣州海关的统计显示，今
年一季度，赣州海关共监管中欧班
列（赣州）72班、标准集装箱6356
个、货值12.43亿元，与去年同期相
比分别增长200%、227%、192%，
中欧班列（赣州）跑出了“开门红”。

发出班列的赣州港是全国县级
城市第一个内陆口岸。2016年班
列开通后，南康与欧洲的来往运输
时间从过去的45天降至15天。不
靠海、不沿边，缺乏木材资源的赣州
南康，依靠“买全球、卖全球”“无中
生有”出千亿级的家具产业集群。

“赣南苏区本身就具有创新的
底蕴，当时的政权、教育制度、生产
合作社制度等，都是白纸上建立起
来的。”凌步机说。

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前行。
赣州港的诞生，是赣州市在新

征程中敢想敢干的生动写照。依
托稀土、钨资源优势，规划建设“中
国稀金谷”；立足产业优势，致力打
造“赣粤高铁”沿线电子信息产业
带；紧贴国家产业导向，新能源汽
车、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正
在赣南大地异军突起。

2012年6月，《国务院关于支
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
若干意见》出台实施，赣南苏区振
兴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被列入全国首批现代物流创
新发展试点城市，创新启动国家旅
游扶贫试验区建设，打造百个旅游
扶贫重点镇……先行先试探索创
新，赣州市累计获国家、省级层面
批复的重大平台达220个，成为全
国获批国家、省级层面重大平台最
多的设区市之一。

新变化、新气象，在红土地上
不断涌现。

曾经关山重重的长征出发地，
正天堑变通途，驶上跨越发展“快车
道”：2011年至2018年，地区生产总
值年均增长10%，2018年全市地区
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固定资产投
资等10项指标增幅居江西省第一。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
因，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赣南大
地正奋力前行。

（新华社南昌6月11日电）

跨越“第一渡”长征出发地“换了人间”
新华社记者 李兴文 胡锦武 高皓亮 邬慧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全党
开展之际，“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
正式启动。重温伟大长征，讲好长征故事，传
承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是致敬历
史、牢记使命的庄严宣示，更是不忘初心、开
创未来的再次出发。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85 年前，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央红军
从江西于都集结出发，一路战胜千难万险，付
出巨大牺牲，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
长征。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
大长征精神，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
人民攻坚克难、不懈奋斗，夺取一个又一个伟
大胜利。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神州早已
换了人间。再走长征路，就是要深刻感悟长征
精神的丰富内涵，用行动践行初心与使命，在
新时代的新征程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长
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路上，
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经苦难而淬
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信仰始终坚如磐
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不管面临怎样的艰难困苦，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始终像永不熄灭的烈火，照亮艰苦卓
绝的奋斗征途。弘扬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
征路，就是要不忘为什么出发的初心，坚定理
想信念，牢记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始终
把人民置于心中最高位置，永远不脱离群众、
漠视群众，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不
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团结带领
亿万人民勠力同心铸就复兴伟业。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伟
大的长征，激荡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迎难而
上的奋斗精神。长征途中，党和红军一次次绝
境重生，愈战愈勇，最后取得胜利，靠的是红军
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
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
概和革命精神。进入新时代，身处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面临各种风险挑战，肩负艰巨繁
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还有许多“雪山”

“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
需要征服，更加需要砥砺“风雨浸衣骨更硬”的
顽强意志，激发“快马加鞭未下鞍”的奋进勇
气。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伟大长征中汲取
强大的精神力量，在逆境中勇挑重担、勇克难
关、勇斗风险，在困难中磨砺意志、坚定信念、
锤炼本领，新时代的奋斗者必将在勇担当、善
作为中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我们要继往开来再出发！”不久前，习近
平总书记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敬献花
篮，发出新的进军号令。今日之中国，从长征
中走来；未来之中国，在新长征中开创。“装点
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保持永不懈怠的精
神状态，激发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我们一定
能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
进，谱写新长征路上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
新华社评论员

新华社南昌6月
11 日电 中宣部11
日在江西于都、瑞金
和福建长汀、宁化举
行“壮丽70年·奋斗
新时代——记者再
走长征路”主题采访
活动启动仪式。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出席并讲话，强调要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不忘初心使命、传承
革命精神的嘱托，坚
定理想信念，保持革
命意志，用双脚踏寻
革命先辈的足迹，用
镜头和笔触描绘新
中国70年的壮美画
卷，激励全国人民奋
力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

黄坤明指出，江
西和福建是充满红
色记忆的红土地。
在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和全党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之际，由此出
发再走长征路，就是
要缅怀革命先烈、传
承红色基因，让革命
历史照进现实，用革
命精神启迪未来。

黄坤明强调，新闻工作者再走长征路，要追寻
初心，大力弘扬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
神，深刻揭示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
么建立起来的。要坚守恒心，树牢人民观点，增强
群众感情，深情讲述党和人民鱼水情深、生死相依
的感人故事。要激发信心，大力唱响主旋律、提振
精气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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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精神力量。

来自全国 30多家媒体的 500余名新闻记
者参加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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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红军长征出
发85周年。为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

宣传部6月11日启动“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参
加采访的新闻记者将追寻革命先辈足迹，回顾长征路上的
重大事件，深入挖掘艰苦卓绝斗争历程中的感人事迹，以

生动鲜活的全媒体报道，展现长征沿线的历史变迁，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新华社从即日
起开设“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专
栏，集中播发我社记者采写的相关报道。今天推出第
一篇《跨越“第一渡” 长征出发地“换了人间”》。

【编者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大主力
红军先后进入重庆境内的东南部、
城口、綦江等地区，顺利完成了各
自承担的重要战略任务，并在所在
地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创建苏维埃和革命根据地，传播革
命真理，播洒革命火种，留下了光
辉的战斗足迹，成为红军长征史和
重庆革命斗争史上的辉煌篇章。

一、红四方面军攻占城口，建
立苏维埃政权。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
川东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这一时期，活动在城口、开县（今开

州区）等地的川东游击军紧密配合
红四方面军作战。1933年10月，川
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
三军。1934年6月，红三十三军和红
四军、九军各一部解放城口全境，使
城口与川陕苏区连成一片。9月，城
口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得到健全，
形成了完整的县、区、乡、村四级苏
维埃政权组织体系。城口各级苏维
埃政权的建立和红色区域的扩大，
使川陕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拓展。

二、红二、六军团转战川东南，
配合中央红军长征。

1931年，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
军。1932年12月，红三军进入巫溪、
巫山两县，1933年12月攻占黔江县
城，1934年1月进入石柱县，1934年
5月占领彭水县城，1934年6月进入
酉阳南腰界，以此为大本营，创建了
包括酉阳、秀山在内的黔东革命根
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
军团主力在贵州印江木黄汇合，于

10 月 27 日在酉阳南腰界举行会师
大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
二、六军团统一行动。中央红军长
征后，红二、六军团东进湘西，创建
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先后粉
碎敌人 100 多个团的围攻，有效牵
制了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人。

三、中央红军一部挺进綦江，
保卫遵义会议胜利召开。

1935 年 1 月初，中央决定在遵
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 月 15

日，红一军团派一师二团打散国民
党松坎盐防军，进驻綦江县羊角
乡，扼守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
从而筑起严密防线，监视和防御川
军及贵州盐防军的军事行动，为遵
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起到了重要作
用。1月21日，红一军团8000多人
进入綦江县石壕镇，形成红军主力
直逼重庆的军事态势，成功减轻了
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主力的压
力。22 日，红一军团向赤水进军，
与中央红军主力汇合，共同创造了
四渡赤水出奇兵的英勇战绩。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的光辉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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