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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
——红军为什么能冲出绝境？

1934 年底，中央红军进入广

西，打响著名的湘江战役，这成为

红军长征开始以来最壮烈一仗。

战役结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

开始时的8.6万人，减至3万余人。

红军遭遇空前的艰难危险：地

理上的天然屏障，国民党数十万大

军的围追堵截，内部“左”倾错误路

线的危害。

这使力量已经比较弱小的红军

濒于绝境。然而，在困苦磨难中，红

军却变得更加强大，最终取得胜

利，并为后世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为了大局而置生死于度外

兴安县界首至全州县屏山渡口

的几十里湘江江面，宽处不过一两百

米，窄的只有几十米。80多年前，中

央红军付出巨大代价，从这里渡过湘

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

距界首渡口仅几百米的一座叫

“三官堂”的祠堂见证了历史。彭德

怀曾把指挥部设于此，指挥红三军

团部队掩护中央纵队过江。

“看，那片树林后面，就是湘

江。敌军见正面攻击不行，就改从

两侧上来。”兴安县长征史研究专

家、县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兴华站在

昔日阵地上对笔者说。

这是界首渡口附近的光华铺，

小山包上矗立着一座红军墓，中间

大碑旁侧有两座小些的碑，刻着两

个名字：沈述清和杜中美。沈述清

是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团长，他

在 11 月 29 日的战斗中牺牲，杜中

美立即受命接任，又在当天捐躯。

在灌阳县持续三昼夜的新圩阻

击战中，红三军团第五师参谋长、

红十四团团长以及副团长、参谋

长、政治处主任都英勇牺牲，阻击

部队伤亡 2000 多人，坚持到中央

军委两个纵队全部过江。

在全州县脚山铺阻击战阵地

上，26岁的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政

委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不当俘虏，

开枪自杀。

灌阳县史志办主任史秋莹说，

担任阻击任务的红军指战员心里

很清楚，他们背后就是中央军委第

一、第二纵队，哪怕牺牲再大也决

不后退一步。

“红军将士顾全大局、服从命

令、严守纪律，他们用理想信念和

英雄气概粉碎了困难。”她说。

湘江之战中，当地百姓帮助红

军架浮桥、送粮草，救助红军伤员，

为红军冲出绝境提供了大力支持。

人人心中都有坚强意志

主峰海拔2100多米的老山界，

是红军长征越过的第一座高山。这

里的悬崖上瀑布飞溅，森林茂密，

雾气缭绕。即便是乘车上山，也能

体会到山势的危险。

很难想象，当年渡过湘江的红

军，在敌军追击、人员疲惫、粮食匮

乏的情况下，是如何翻越这座大山

的。陆定一在《老山界》中写道：“肚

子很饿，气力不够，但是必须鼓着

勇气前进。”

他记叙，翻越老山界中，他和

大家“一路上都在写着标语贴”，

“我们完成了任务，把一个坚强的

意志灌输到整个纵队每个人心中，

饥饿，疲劳甚至受伤的痛苦都被这

个意志克服了”。

就在老山界主峰下面的千家寺

村，留下一座红军“标语楼”。

“当红军有田分”“红军是工农

自己的军队”……20多条标语刷在

红军宿营的一座寺庙的墙上，字体

遒劲昂扬。如今这里矗立着一座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

“红军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

还在大力宣传革命理想，这体现了

必胜的信念。”陈兴华说。

发动和依靠群众，是红军不断

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在翻越老山

界时，瑶族民众为红军做向导，提

供饭食，成为红军继续长征的有力

保障。

这时，广大指战员也纷纷质疑

博古、李德执行的错误路线。“从老

山界开始的争论，持续到湖南通道

境内。”《红军长征史》写道。陈兴华

说，这为红军实事求是制定正确战

略方针打下了基础，促成了中国革

命的伟大转折。

钢铁战士铸就不朽丰碑

抢渡湘江、翻越老山界后，红

军还经历数百场战斗，渡过金沙

江、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走完

两万五千里长征路。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评述：

“长征的艰苦，锻炼了人们的纪律

性和献身精神。”德国友人王安娜

写道，长征的激烈战火把部队“锤

炼成钢铁战士”，美国记者史沫特

莱说，红军是“历史上一支无与伦

比的坚强队伍”。

如今，红军烈士倒下的地方，

分布着宽阔平坦的马路和美丽整

洁的村庄，当年的战场上矗立起了

纪念场馆。

在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酒海井

红军纪念园里，3000多名红军烈士

的名字被镌刻在墙上。灌阳县党史

专家文东柏说，当地群众不希望英

雄们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因此多年

来各方不断努力，尽可能找到所有

牺牲在此的红军英烈名字。

脚山铺阻击战米花山阵地旧址

附近，一座红军烈士墓碑上的红星

在青山映衬下亮得耀眼。村民蒋石

林的爷爷蒋忠太 80多年前把湘江

战役的 7名红军烈士埋葬在这里，

从此一家五代人每年清明节和春节

都来祭扫，并向访客讲述红军故事。

在灌阳、兴安、全州等地的湘江

战役旧址，每天都有大批各地群众

前来瞻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需要我们继承和弘扬长征中体现的

对党忠诚、信念坚定、顾全大局、担

当牺牲精神。”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赵晓刚说。

（新华社 黄浩铭 朱超 张瑞杰）

新华社福州 7月 10 日电 7 月 6

日至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宣部部长黄坤明在福建调研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

论述，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大力传承弘扬红

色文化，广泛开展理想信念和革命传

统教育，营造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

浓厚氛围，激励人们奋力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

调研期间，黄坤明来到龙岩市上

杭县、长汀县和厦门市思明区、海沧

区，瞻仰古田会议会址、松毛岭战役

遗址，参观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旧址

等，详细了解革命遗址遗存保护利用

和基层宣传文化工作情况，并深入社

区、农村、企业和宣传文化单位，听取

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

黄坤明指出，我们党在领导人民

进行长期斗争中铸就的红色文化，

体现着党的性质宗旨，承载着党的

初心使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

程上，要利用好红色资源，传扬好红

色精神，发展好先进文化，筑牢亿万

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要加强

革命遗址遗存遗迹保护利用，精心

规划设计、完善展陈方式，吸引更多

群众接受文化熏陶和精神洗礼。要

拓展渠道、丰富载体，推出更多红色

经典，鲜活讲好革命故事、英雄故

事，生动展示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

奋进脚步，把伟大革命精神、奋斗精

神发扬光大。

黄坤明指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加强城

乡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

兴的创新举措，是党的群众工作落

地落实、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重要

探索。要坚持需求导向、效果导向，

创新体制机制和服务方式，精准对

接群众关切，把做好线上工作与线

下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解决思想

问题与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运

用先进技术宣传身边好人、讲好百

姓故事，涵育文明乡风、展现时代新

风，稳步推进、久久为功，不断夯实

宣传思想工作的基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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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记者

胡浩 王子铭）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司长吕玉刚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按照日前印发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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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研究制定实

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

吕玉刚说，教师担任教书育人

过程中，具有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

生健康成长现象的义务。由于过去

程序性规定不严密、不规范甚至缺

失，影响了教师正确行使教育惩戒

权，有的对学生“不愿管、不敢管”，

有的过度惩戒甚至体罚学生。有的

家长对教师批评教育学生也不理

解，甚至造成家校矛盾。因此，非常

有必要对教师教育惩戒权出台细

则进行规范和明确。

为此，意见提出，制定实施细

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依法依

规妥善处理涉及学校和教师的矛

盾纠纷，坚决维护教师合法权益。

吕玉刚介绍，下一步，教育部

将按照意见要求，一是明确实施

教育惩戒权的基本原则。教育惩

戒重在教育，是出于对学生的关

爱、保护，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

愿望出发来实施。二是研究制定

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

实施的范围、程度和形式，规范行

使，促进广大教师对学生既热情

关心又严格管理要求。三是抓紧

修订教师法有关规定，从法律规

定上进一步保障教师有效行使教

育惩戒权，促进教师敢管、善管，

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维护师道尊严。

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关

爱儿童 服务社会——‘守护童年’

大学生暑期牵手共成长行动”10日

在京启动。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宣

布活动启动并为高校志愿者代表

授旗。全国约有100所高校的 3800

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将前往各地，为

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提供暑期

陪伴和帮助。

据介绍，这项活动由全国妇联、

教育部、民政部、国务院妇儿工委

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大

学生志愿者们将与农村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结伴，开展家庭教育培

训、辅导家庭作业等实践活动，帮

助解决暑期儿童监护、人身安全等

突出问题，同时在帮助他人中锻炼

自身品行、不断成长进步。

◎我国首次就“事实孤儿”保障工作出台

专门意见

◎教育部：2019年全国生源地助学贷款

受理工作将在15日全面启动

◎发改委：八个电力现货试点地区全部开

展模拟试运行

◎“动漫中国·向祖国献礼”优秀动漫作品

征集活动启动

教育部：将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

“守护童年”大学生暑期牵手共成长行动启动

奋斗新时代0 年壮丽
——记者再走长征路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98 载峥嵘岁月，不变的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

“我们党要求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提醒全党
同志，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
中体现”“要牢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
身课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论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意义，并指出广大党员干
部必须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7 月 11 日，由四川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十一

巡回指导组牵头、四川党建期刊集团承办的“时代楷模”其美多吉
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成都举办，这次报告会让广大党员认识了
解并感悟了身边的精神力量，受到了一场深刻的党性教育，让大家
坚守初心，努力奋斗。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

崇高的事业需要榜样引领。7月 11

日，“时代楷模”其美多吉同志先进

事迹报告会上，其美多吉同志用淳

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讲述着他和

雪线邮路的故事；台下，不时响起

热烈的掌声，是支持，是感动，更是

敬佩。

来自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四川

广播电视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新

华发行集团、峨眉电影集团、四川省

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公司的党员领导

干部，以及四川党建期刊集团全体

职工，共计 600 余人认真聆听了报

告会。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读过其美

多吉同志的故事，但当亲耳听了其

美多吉同志、其美多吉的儿子扎西

泽翁同志、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

省分公司新闻中心记者何艳华同志

先后所作的讲述，大家的心灵再一

次被深深触动，“时代楷模”这四个

字一下子就鲜活立体起来。

四川党建期刊集团、四川民族

出版社为了配合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做好“时代楷

模”其美多吉同志先进事迹的宣

传，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分

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推出了长篇纪

实特写《雪线信使——“时代楷模”

其美多吉》一书，并在报告会现场

向其美多吉同志赠送了这本书。

“雪线邮路是我一

生的路”

“在邮路上，孤独是最难受的，

有时可能半天遇不到一个人、一辆

车，特别是临近春节，几乎看不到

车，我就更加想家，想家的时候我就

唱歌，唱着唱着我就唱不下去了。”

“30 年来，我从邮车和

邮件上，看到了改革开放带

来的巨大变化。邮车上装的

是孩子们的教材和录取通知

书、报刊和机要文件，还有堆积如山

的电商包裹，我知道这些都是乡亲

们的期盼和藏区发展的希望。”

“2012年的一天，我开着邮车返

回甘孜。晚上9点多，路边冲出一帮

歹徒，拿着砍刀、铁棒、电警棍……

我被砍了 17刀，左脚骨折，肋骨断

了 4根，胳膊和手背上的筋也被砍

断，头上被打了个大窟窿。”

…… （紧转2版）

汲取榜样力量汲取榜样力量 践行初心使命践行初心使命
————““时代楷模时代楷模””其美多吉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侧记其美多吉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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