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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初心在誓言中镌刻
——四川党建期刊集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性和革命传统教育泸定行侧记

罗园 刘旭飞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84 年前，红军飞夺泸定桥，

成为了红军长征中具有战略意

义的重大胜利之一，这次胜利体

现了红军无限忠于人民革命事

业的大无畏精神。

1935 年，中央红军在强渡

大渡河成功后，沿河东岸北上。

红四团官兵由安顺场沿大渡河

西岸北上，在天下大雨的情况

下，他们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

跑步前进，一昼夜奔袭竟达 240

里，终于在 5 月 29 日凌晨 6 时

许到达泸定桥西岸。红四团二

连连长廖大珠和突击队员沿着

枪林弹雨踩着铁索夺下桥头，

并与东岸部队合围占领了泸

定桥。

7 月 9 日，四川党建期刊集

团在甘孜州泸定县开展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党性和革命传

统教育。在此次教育中，70余名

党员通过现场教学、体验教学等

形式，重走红军长征路，追寻先

辈足迹，弘扬长征精神。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

牺牲一切……”9 日下午，红军

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庄严肃穆，

面对鲜艳的党旗，学员们庄严地

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并向

英烈敬献花篮，深深鞠躬哀悼。

在纪念碑前这次宣誓让学

员何阳的记忆回溯到 14年前自

己 入 党 的 情 景 ，

“心情很激动，14

年 前 我 也 曾 面 对

党旗宣誓，这次的

宣 誓 让 我 更 加 体

会 到 了 红 军 战 士

的不容易，也提醒

着我不忘初心。”

随后，学员们

来到飞夺泸定桥纪

念馆，这里的一件

件文物，诉说着这一段光辉的历

史。“当年红军昼夜行军240里，

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泸定桥，途

中红军向群众家中借来木板，有

的群众没在家，红军便留下了几

枚银元。”在讲解员的解说下，眼

前三块约225厘米长，叠缝拼合

成一体的杉木铺板引起了学员

们的注意。这就是红军飞夺泸定

桥时铺的桥板。

看到这些，有着 32 年党龄

的学员蓝明春对红军的牺牲和

奉献精神十分感动：“这要求我

们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发挥艰

苦奋斗的精神，为人民谋福利。”

结束了纪念馆的参观，一场

实景剧把学员们带到了当年红

军飞夺泸定桥的历史场景中。

“阿福!阿福!”廖大珠大喊。

“阿福，醒醒!”卫生员探探

阿福的鼻息，摇摇头。

廖大珠怀抱着牺牲的小战

士，所有战士围在廖大珠和阿福

的身边，战士们把党旗盖在了阿

福的身上，全体

向阿福敬礼。此

时，悲怆的音乐

响起。

《飞夺泸定桥》实景剧让学

员们角色互换，以红军战士的角

色穿越历史情景，真实表现了飞

夺泸定桥这一军事奇迹。剧目将

红军战士在危难时刻的奋勇拼

杀展现得淋漓尽致，看到此情此

景，预备党员吴海燕动情地说：

“这部剧让我对这段历史更加刻

骨铭心，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生

活，是当年先辈们用鲜血换来

的，我们更应懂得珍惜。”

本次教育在激情教学中结

束，一次次身临其境的体验式教

学，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提

醒着每一位参与的党员不忘初

心。正如学员们朗诵的那首诗中

所写：“还记得你出发时的使命

吗？那是千万人为之追求、为之

奋斗、为之牺牲的梦想。为了它，

你走向大漠戈壁，走向荒凉孤

岛，走向碧海青天，走向深山僻

壤，走向危难现场……我们追寻

先辈足迹，让初心在誓言中镌

刻，让使命在奋斗中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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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作为乐山

市的主城区，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和

国家卫生城市的过程中，全力寻找共

建共享的全域文明创建之路，使城市

更宜居，百姓更幸福。 （B1版）

活力跃动全域共建
向着全国文明城市笃定前行

近年来，各地相继出台地方性

条例法规，提倡引导文明行为，对不

文明行为进行约束，对提升公民的

文明素质和城市整体文明水平起到

积极作用。本期，我们一起来关注各

地的文明行为立法工作。（A4版）

为文明立法向不文明行为说“不”

本期
导读

革命理想高于天
——解读红军长征壮烈“起步”

1934年 10月 16日，中央红军

从江西于都出发，至 1935 年新年

的两个多月里，跋山涉水，英勇战

斗，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

锁线。

在寻访红军长征起始阶段的

征程中，笔者感动于红军壮烈的

牺牲故事，感奋于中国共产党人

的伟大精神气概；强烈感受到，红

军长征何以取得最后胜利。

顾全大局，不畏牺牲

红军战略转移先遣队的出

发，比中央红军还要早两个月。

1934 年 8 月，红六军团 9700

余人，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和新江

口出发，突破国民党军多道封锁，

来到湖南郴州市桂东县寨前镇，

在这里誓师西征，为中央红军长

征起到了侦察、探路的先遣队

作用。

桂东县党史专家罗健东说：

“探路的队伍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要讲大局、讲纪律，要有不畏牺牲

的精神。”

中央红军长征后，红二、六军

团在湘西发动攻势，调动和牵制

了敌人 11 个师又 2 个旅的兵力，

打乱了蒋介石的作战部署，有力

配合了中央红军在湘黔的行动。

后来，红二、六军团在湖南桑植县

出发，挥师北上长征，后编为红二

方面军，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

胜利会师。

笔者在桑植县看到，昔日红

二、六军团长征出发地旧址已修

缮一新。当地各级党员干部，正为

夺取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而奋

战。县扶贫办主任熊基林说：“我

们发扬的，正是红军舍小我为大

我的牺牲精神。”

勇于胜利，突破封锁

为围堵中央红军，国民党军

在红军前进的路途上重兵设置了

四道封锁线。

10月 21日，红军各军团突围

后与敌军发生战斗。25 岁的红三

军团四师师长洪超献出了生命。

他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

一个师长。至 27 日，红军所有部

队渡过桃江，胜利突破敌人的第

一道封锁线。

11月 11 日，在湖南汝城县官

亨瑶族村延寿河畔，发生了突破第

二道封锁线最激烈的战斗之一。88

岁的官亨瑶族村老人胡共海回忆：

“延寿河的水都被血染红了。”

湖南宜章县是85年前中央红

军长征中打下的第一座县城，这

里保留着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三

道封锁线的指挥部旧址。攻打县

城前，宜章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便

配合红军捣毁了国民党设在县境

内的一批碉堡，并帮助红军修战

壕、搬炮弹；战斗打响后，又全力

照顾红军伤病员。

“战争，不仅是军队的拼杀，

还是人心向背的较量。”宜章县委

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谢水军表示，

紧紧依靠人民，是红军长征、中国

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法宝。

1934 年底，突破第四道封锁

线的湘江战役打响，这是红军长

征出发以来最壮烈的一仗，也是

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9

天血战，红军广大指战员拼死突

破，表现了无比壮烈的献身精神。

湘江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在湘江

以东围歼红军的图谋，保全了党

中央和红军主力。

湘江之战中，担任总后卫任

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被阻于湘江

东岸，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

在湖南道县被俘，他用手从腹部

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

29岁，用生命捍卫了“为苏维埃流

尽最后一滴血”的坚强信念。

谢水军深有感触地说：“伟大

事业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红军勇

于突破、勇于胜利、勇于牺牲的精

神，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广西灌阳县是陈树湘曾经战

斗过的地方。灌阳县史志办主任

史秋莹认为，红军为什么不怕牺

牲？是因为他们对革命有必胜信

念。“这种英雄气概、坚定信仰激

励着今天的我们。”

实事求是，勇于担当

湘江战役结束后，中央红军

由长征出发时的8.6 万人，减少到

3 万余人。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

县，见证了红军在严峻生死关头

面临的抉择。正是在通道会议上，

毛泽东提出了红军必须西进贵

州，甩掉强敌，避实就虚，寻求机

动的主张。

这就是红军长征中著名的

“通道转兵”。红军长征史研究专

家胡群松认为，“通道转兵”是一

项实事求是的决策，“只有真正负

起责任，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才

能夺取胜利。”

红军进入贵州后，于 12月 18

日在黎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

方针，采纳了毛泽东的灵活机动的

战术思想。1935 年 1月 1日，中共

中央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再次召开

政治局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

德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

决定，决定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党史专家认为，从通道会议

到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再到遵义

会议，构成了党的历史发生第一

次伟大转折的链条。中国革命终

于开辟出新的局面。

“红军坚定的理想信念，对党

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大无畏的牺

牲精神，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值得

我们今天深入学习，大力弘扬，去

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胜利。”湖

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征集研究处处

长桂新秋说。

（新华社 柳王敏 袁汝婷 黄
可欣）

新华社北京7月8日
电（记者 胡浩）《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近日

印发。这是党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第一个聚焦义

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改

革的重要文件，是新时代

我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的纲领性文件。

义务教育质量事关

亿万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

未来。意见强调，坚持立

德树人，着力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

展素质教育；强化课堂主

阵地作用，切实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按照“四有好

老师”标准，建设高素质

专业化教师队伍；深化关

键领域改革，为提高教育

质量创造条件；加强组织

领导，开创新时代义务教

育改革发展新局面。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钟秉林认为，义务教育学

段跨度长达 9年，是在读

规模最大、学龄最长的教

育阶段，是与每个家庭、

每个孩子的命运息息相

关的教育阶段。在整个教

育体系中，义务教育具有

奠基性作用，被视为现代国民教育体

系的基石。

他认为，意见紧紧抓住关键要

素，着眼于“教和学什么”，强化德

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应有地

位；着眼于“怎么教和学”，从优化教

学方式、加强教学管理、完善作业考

试辅导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切实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着眼于“谁来教

学生”，强调按照“四有好老师”标

准，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同

时对教育局局长、校长、教研人员队

伍建设提出意见。

铁路公安机关确保
全国铁路调图期间治安平稳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记者 熊
丰）记者8日从公安部铁路公安局获

悉，针对全国铁路7月10日零时起实

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全国铁路公安机

关积极调整警力，加强重点列车和车

站治安防范，强化重点治安问题整治，

确保调图期间铁路治安平稳有序。

各地铁路公安机关坚持警力围绕

运输转、跟着客流走，针对新的列车

运行图全面加强站车线治安防范。北

京铁路公安处针对新增开的前往阜

宁、上海等方向的18对旅客列车，组

织35名民警值乘，加大巡查力度。武

汉铁路公安处抽调民警组成治安、消

防、安检等8个专业工作组，深入管内

车站和值乘的旅客列车上检查指导。

怀化铁路公安处针对新担当的 15.5

对高铁列车值乘工作，从公安处机关

和怀化地区所队抽调49名民警支援

乘警支队，加强列车值勤警力。针对

“昆玉河”铁路第一次开行动车组列

车，开远铁路公安处组织民警通过添

乘列车机车、实地检查等形式，摸清

线路治安状况。吉林、佳木斯、乌鲁木

齐等铁路公安处加强与车站客运部

门的联系，及时掌握列车调图情况。

各地铁路警方还重点整治霸座、

滋事等扰序违法行为，严厉打击“盗

抢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良好治

安环境。安康铁路公安处组织 4 个

“铁鹰”小分队，深入到重点车站和

列车上打击侵财违法行为。长沙、襄

阳、锡林浩特等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

联合列车途经车站派出所整治列车

治安秩序。

地方各级行政首长
防汛抗旱中造成
重大灾害将被追责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记者 叶
昊鸣）记者 8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今后防汛抗旱工作中，地方各级政府

行政首长如因思想麻痹、工作疏忽或

处置失当而造成重大灾害后果的，将

被追究领导责任，情节严重的依法严

肃处理。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近日印

发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防

汛抗旱工作职责》规定，地方各级政

府行政首长对本行政区域防汛抗旱

工作负总责。具体负责组织制定本行

政区域防汛抗旱相关法律、政策，做

好宣传贯彻工作，并根据江河流域综

合规划、防灾减灾综合规划等，动员

社会力量，筹集资金，加快防洪、抗

旱、防台风工程体系建设。

工作职责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行

政首长负责健全本行政区域防汛抗

旱组织指挥体系，明确承担工作职责

的机构和人员，保障必要工作条件和

经费。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防御洪

涝、干旱、台风灾害等方案预案，以及

突发事件导致严重水旱次生灾害的

应对方案预案等。

此外，地方各级政府行政首长还

要提前安排部署防汛抗旱工作，组

织开展检查，督促落实责任和措施，

加强水情旱情监测预警能力和防汛

抗旱应急能力建设。根据灾情发展

和预测，组织指挥当地相关部门、单

位、团体、干部等参加工程巡查防

守、抢险救援、后勤保障等抗洪抢险

行动，组织指挥当地引水、输水、调

水、运水、打井、人工增雨等抗旱减

灾行动，并组织指挥当地做好船只

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上岸、危险

区人员转移避险等防风减灾及次生

灾害防范工作。灾害发生后，立即开

展救灾，做好卫生防疫，尽快恢复生

产，同时组织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及

时回应社会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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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新时代0 年壮丽
——记者再走长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