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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各地红色旅游景点

纷纷推出“新特色”，新增红色旅游线路，运用数字多

媒体技术打造精品“红色旅游+”。本期，让我们一起

关注“红色旅游+”。 （A4版）

红色旅游+”让红色旅游“红”起来

新华社北京 7月 1日电
中宣部1日向全社会宣传发

布黄文秀的先进事迹，追授

她“时代楷模”称号。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黄

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

指示指出，黄文秀同志不幸

遇难，令人痛惜，向她的家

人表示亲切慰问。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黄文秀同志研究

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

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

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

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

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

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广

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

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

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

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黄文秀同志生前是广西

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

干部。2016年硕士研究生毕

业后，黄文秀同志自愿回到

百色革命老区工作，主动请

缨到贫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她时刻牢记党的嘱托，

赓续传承红色传统，立下脱

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决

不收兵”的铿锵誓言。她自

觉践行党的宗旨，始终把群

众的安危冷暖装在心间，推

动实施百坭村村屯亮化、道

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

为村民脱贫致富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汗水。2019年 6月17日凌

晨，黄文秀同志在突发山洪中不幸遇难，献出了年仅30岁的

宝贵生命。黄文秀同志被追授“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脱贫

攻坚模范”等称号。

近一段时间，黄文秀的先进事迹宣传报道后，在社会上

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认为，黄文秀同志是在脱贫攻

坚伟大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时代楷模和先锋模范，是用生命坚

守初心使命的优秀青年共产党员。广大党员和青年表示，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广泛开展

向黄文秀同志学习活动，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积

极投身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伟大事业，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以一流业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

追授黄文秀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黄文

秀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宣部、教育部、全国妇联、国务院扶贫

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有关负责同志，黄文秀的亲属、同

事、同学，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发布仪式。

“他们不肯惊扰老百姓”

黄汉尤今年 75 岁，他说，父亲黄先

谨时常向他讲述一个情景：一天晚上，镇

上来了很多红军，当时没有大路，他们是

从江西那边走小路过来的。

“红军穿着草鞋，有年纪大点的，有

年纪小的，就这样住下来了。”他说。

这支队伍来自——井冈山。士兵们

都 是 些 贫 苦 的 农 民 ，平 均 年 龄 不 到

20岁。

1934 年夏，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由于局势日益恶化，7月23日，中共中央

及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

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及

创立新的苏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

泉说，与红七军团的北上一道，这应被视

作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准备。

8月 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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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军多道封锁线，于8月 11日进到湖南

桂东县城以南的寨前圩。

笔者再走长征路近日来到桂东，此

地路途高险，山岭奇绝，云雾缭绕。县志

这样形容位于罗霄山脉腹地的桂东：“山

开八面，水汇双溪，虽弹丸之地，卓有金

汤之固，环山以为城。”

毛泽东在这里颁布《三大纪律六项

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疲劳的红六军团在寨前圩稍事休

整，用银元向村民们购买食物。黄维忠

说，他的岳父陈祥文那时还是孩童，好奇

地跑到红军的驻扎地，看见部队从老百

姓那里买回一头猪，杀了给伤病员们煮

肉。伤员很多，但红军招呼岳父过去，把

肉分给他和村里孩子，又把剩下的肉分

给村民。

“岳父总跟我说，红军好像家里的亲

人。”黄维忠说。

黄汉尤说，六军团军部驻扎的地方，

在他家街对面的药铺。“他们不肯惊扰老

百姓。在征得主人同意后，他们把门板拆

下来铺在街上，睡在上面过夜。早晨起

来，他们又把门板原封不动装回去，并将

地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担起水桶，到河边

帮老百姓挑水。”

探路者要有牺牲精神

“红军突围的消息，震惊了敌人。国

民党军展开围追堵截。”桂东县党史专家

罗健东介绍，红军决定放弃在桂东发展

游击战争的计划，以强行军越过耒阳、宜

章公路，经过新田等地，抢渡湘江，继续

西进。

8月12日，部队在寨前圩的河滩上召

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誓师西征。任弼时正

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任弼时、

萧克、王震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

“那天，就在那个河滩上，站着许多

荷枪实弹的红军，有的还带了伤，但个个

精神抖擞。”黄汉尤站在纪念广场，讲述

父亲对他重复过多遍的场面。

当日，红军踏上了艰苦卓绝的西征

之路。作家王树增在《长征》一书中写

道，后来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后，就

走在红六军团走过的路上。

萧克曾回忆说，红六军团突围西征，

比中央红军长征早两个月，为中央红军

长征起到了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石仲泉说，红军长征，最初叫“战略

转移”“西征”“远征”。使用“长征”一词，

最早是在 1935 年 2 月下旬中央红军二

渡赤水发布的《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

中。他说，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西征，带

有探路性质。

“当时要战略转移，肯定要有人先牺

牲先探路，探路的队伍是冒着很大风险

的，前方的千难万险都不知道，要讲大

局、讲纪律，要有不畏牺牲的精神。”罗

健东说。

红六军团千里转战，与围追堵截的

国民党军血战，损失很大。羊东坳一次战

斗后，当地400名农民用了整整一天，才

把红军遗体全部掩埋。

红六军团终于 10 月抵达贵州北部

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

《红军长征史》“长征的序幕”一章记载，

“至此，红六军团胜利完成转移任务，并

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先遣队的

作用。”

后来，二、六军团主力北上长征，被编

入红二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完成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创建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王树增写道。

6月桂东，山风习习。金色阳光洒在

红六军团誓师西征的旧址上，年轻母亲

牵着学步的孩童从雕塑边走过。

黄汉尤说，去年有一些学生重走长

征路，来到桂东，听他讲红军故事。“我

要让孩子们记住，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新华社 袁汝婷 张瑞杰 柳王敏）

奋斗新时代0 年壮丽
——记者再走长征路

记住我们从哪里来
——重返红军长征先遣队誓师地

把初心和使命
刻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中

吴振东 郭敬丹

“寻访圣地感触良多，只有不忘来

时的路，才能更好地走向明天。”“重温

历史，不忘初心，勇担使命！”……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电子留

言簿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瞻仰者纷纷

写下感悟。一页页翻过去，初心和使命

是出现最多的字眼。对共产党员来说，

在党的诞生地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

党誓词，对标理想信念，更能体会初心

和使命的力量。

“欲事立，须是心立”。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

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

根本动力。正是因为我们党初心不改、

矢志不渝，才能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

难，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业绩。

把初心和使命刻在心里，筑牢信仰

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

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才能着力解

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筑

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

众根基。

把初心和使命刻在心里，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对马

克 思 主 义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信

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才能加深对党中央大政

方针的理解，增强履职尽责的自觉性

和坚定性。

把初心和使命刻在心里，才能具

备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只

争朝夕 、奋发有为，对照党章党规要

求，以革命先辈、先进典型为榜样，党

员干部不妨扪心自问：自己在大是大

非前能否坚定正确方向？在矛盾困难

前能否迎难而上？面对歪风邪气能否

坚决斗争？唯有校准方向、找准坐标，

时时自省，才能不负初心、不辱使命。

在党和国家的事业步入“船到中

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

深 刻 体 会 这 八 个 字——“ 不 忘 初 心 、

牢记使命”，可为党员干部注入“踏平

坎坷成大道 、斗罢艰险又出发”的精

神 力 量 ，助 力 砥 砺 前 行 ，争 取 更 大

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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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重庆市梁平区利用良好的地理条件和专项资金，大力发展绿色蔬菜，在蔬菜品质提升、品牌打造上取得了新

进展。据了解，梁平区每年可生产绿色蔬菜 45 万吨，带动农民增收 6 亿元，助推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图为 6 月 26 日，梁

平区云龙镇三清村村民在采摘南瓜。 刘辉 摄

国家网信办集中开展网络音频专项整治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记者6月 28日从国家网信办获

悉，国家网信办近日会同有关部门，针对网络音频乱象启动

专项整治行动。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经核查取证，首批依法依

规对吱呀、Soul、语玩、一说FM等 26款传播历史虚无主义、

淫秽色情内容的违法违规音频平台，分别采取了约谈、下架、

关停服务等阶梯处罚。

国家网信办通报称，一段时间以来，网络音频行业野蛮

生长，行业乱象频出。部分网络音频平台的管理制度形同虚

设，任由未成年人注册、访问各类良莠不齐的内容；一些网络

音频平台为追求流量、吸引眼球，利用算法技术向用户推送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音频内容；有的音频直播平台藏污纳

垢，任由主播传播性暗示等色情淫秽信息，甚至引诱用户跨

平台从事违法违规交易；有的音频即时通讯应用以私密社

交、一对一社交为卖点，公然传播招嫖卖淫等违法犯罪信息；

有的网络音乐平台宣扬“二次元文化”“亚文化”；一些有声读

物平台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传播惊悚恐怖、神仙鬼怪、僵尸、

冥婚等怪力乱神的网络小说，散布封建迷信思想。网络音频

平台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严重破坏网络生态，对青少年的

健康成长带来恶劣影响，必须坚决予以治理。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违法违规音频平台开

展集中整治，遏制行业乱象，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最终目

的是为了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国家网信办将会同有关部

门，坚持标本兼治、管建并举，在进行集中整治的同时，推动

音频平台企业规范发展、创新发展，支持和鼓励主流媒体生

产更多网民喜闻乐见的优秀音频内容，引导广大网民积极参

与优质音频创作活动，社会各方共同努力，营造主旋律高昂、

正能量充沛的网络音频空间。

我国启动乡村治理
试点示范和示范村镇创建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记者 于
文静）记者 1 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

到，我国日前启动乡村治理试点示

范和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活动，

将在全国选择 100 个县（市、区）作

为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试点单

位，选树 100 个示范乡镇和 1000 个

示范村。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

司司长张天佐表示，开展乡村治理体

系建设试点示范和乡村治理示范村

镇创建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

要求，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加强

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了

相关任务。通过试点示范，鼓励地方

在乡村治理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积极创新、大胆实践，形成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培育和树立

一批乡村治理典型，推动乡村治理的

政策在基层落地生根。

乡村振兴是全面的振兴，必须夯

实乡村治理的根基。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加快推进，城乡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民诉求

日趋多样，迫切需要加强乡村治理

体系建设。

据了解，关于开展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由中央农

办、农业农村部、中央组织部、中央

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联合下发。

根据通知，我国将在县级层面开展

试点示范。县级是乡村治理体系建

设的关键层级，试点的内容主要包

括探索党组织领导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路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

机制、乡村治理与经济社会协同发

展的机制、乡村治理的组织体系，完

善基层治理方式、村级权力监管机

制，创新村民议事协商形式、现代乡

村治理手段等八个方面。

关于开展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

建工作的通知由中央农办、农业农村

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联合

下发。根据通知，示范创建在村镇层

面开展。乡镇和村是乡村治理的基础

单元，是乡村治理政策具体实施的层

级。示范村创建的标准主要包括村党

组织领导有力、村民自治依法规范、

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文化道德形成新

风、乡村发展充满活力、农村社会安

定有序等六个方面；示范乡镇创建标

准主要包括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健全、

基层管理服务便捷高效、农村公共事

务监督有效、乡村社会治理成效明显

等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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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岁的黄维忠经常到家附近的广

场散步。他抬头就能看到一座 6 米多高

的纪念雕塑——战马嘶鸣，旌旗猎猎，

红军指战员威风凛凛。

雕 塑 的 深 色 石 砖 上 雕 刻 着 巨 幅

《红六军团长征路线图》。黄维忠骄傲

地指着它说：“就是这，我们寨前。”

湖南郴州市桂东县寨前镇是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光荣名字。红军

战略转移的先遣队85年前曾来到这里。

郫都高校资源丰富，区域内有电子科大、西南交大

等 19 所大中专院校，在校大中专学生超过 25 万名。推广

十年炼就的“高校+支部+农户”志愿服务模式，助力

乡村“五个振兴”。 （B1版）

共谱新时代乡村振兴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