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征，从这里集结出发
本报记者 蔡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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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感悟红色感悟

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央红军怀抱救国救民的伟大
理想，进行了闻名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
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彪炳史册，光照千
秋，是激励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坚定信念奋进新长征，就要像当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那样
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为了信仰而奋斗，为了信仰不怕流血牺
牲，坚信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好”。当前，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迫切需要我们从伟大的长征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真正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对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定信心。唯
有如此，才能战胜一切困难，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坚定信念奋进新长征，就要像当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那样，
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
人民谋利益。当年长征前夕，苏区人民为什么能为中国共产党
和红军奉献一切而无怨无悔，为什么能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就
是因为我们党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时刻关心群众疾苦，
倾听群众呼声，切实帮助人民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困难，
所以赢得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当前，要走好新时代长征
路，需要我们突出“人民至上”理念，把执政为民作为评价和检验
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切实提高做好群众
工作的本领，获取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坚定信念奋进新长征，就要像当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那
样，为了救国救民，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牺牲。中国革命从
胜利走向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阔，不是从天
上掉下来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压倒一切困
难、流血流汗、勇于探索、奋斗不息得来的。当前，我们面临的
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这更需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
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紧密依靠群众，咬定目标，攻坚克难，勇往
直前。“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
的长征路。”征途漫漫，唯有奋斗。

坚定信念奋进新长征
蔡超然

专家视点专家视点

1934年 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
失利，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主力红军被
迫进行战略转移，从江西的瑞金、于都和
福建的宁化、长汀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长征不仅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而且
铸就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

中央主力红军为什么要离开中央苏
区？为什么要长征？长征是什么时候决
定和开始的？日前，记者来到于都中央
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从纪念馆党支部
书记管冬梅、副馆长张小平的讲述中，寻
访红军的红色足迹。

中央主力红军被迫进行
战 略转移

管冬梅介绍，1933年 9月，经过多方
面准备，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 100 万
兵力、200 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
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

由于党内“左”倾错误领导，排斥以
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坚持“御
敌于国门之外”，放弃了历次反“围剿”作
战中运用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略战术。
1934年4月至5月，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
广昌、南大门会昌筠门岭及福建建宁等
先后失守，中央根据地南北门户大开。
至当年 9 月底，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中
央红军在苏区内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
的希望很小，只能突围转移。

来到当年红三军团集结休整旧址于
都县车溪乡车溪圩，张小平表示，1933年
11月，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以中央红
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围攻，突进到以浙江
为中心的苏浙皖赣苏区去，将战略防御
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
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但博古等害
怕丢失中央苏区，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
打出去的方针，拒绝采纳毛泽东等人的
意见，要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

1934 年 4 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
中力量进攻广昌。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
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李德不采纳他
们的正确意见。参加保卫战的红一、三
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英勇奋
战，坚守阵地，付出很大牺牲。面对如此
危险局面，中央主力红军只有突围转移。

中央主力红军突围转移
的决策和秘密准备

1934 年 5 月下旬，博古主持召开中
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中央主力
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
这个决定电告共产国际。当年 6 月 25
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央主
力红军突围转移的决定。随后，中央成
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
策机构“三人团”。同时，开始了秘密准
备工作。

张小平介绍，为做好战略转移的准
备工作，1934 年中央苏区做出一系列部
署——

扩大红军方面：5月 14日，中共中央

和中革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在3个月内扩
员红军5万名。到6月30日止，中央苏区
实际完成6.22万名。从5月至9月底，中
央苏区共扩员红军 8 万余人，红一、三、
五、八、九军团在突围转移前夕，都分别
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

军事部署方面：面对国民党军六路
进攻，红军部队浴血苦战，为中央主力红
军突围转移争取时间，彭德怀、杨尚昆指
挥红三军团在红五军团和红一军团配合
下，在广昌顽强狙击敌人，给敌人以重
创，自己也伤亡 4000 多人。中革军委于
7月上旬，决定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领
导的红七军团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减
轻国民党兵力对苏区的压力。7月下旬，
命令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退出湘
赣苏区，向湖南中部推进，为中央红军主
力实施战略转移探路。

筹集粮款方面：六七月间，中央苏区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筹粮筹款活动，苏区人
民勒紧裤带，节衣缩食，积极完成党和政
府交给的粮食收集借谷任务，还捐钱捐
物，支援红军。短短半年时间，捐献稻谷
84万担、被毯2万床、棉花4.3万公斤、布鞋
5万双、草鞋20万双和军费150万元等。

组织方面：7 月底，以于都为中心成
立赣南省，便于中央红军主力在于都集
结休整，征集人员、物资开展游击战争，
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10 月，中
共中央、中央政府决定，为掩护红军主力
战略转移，在瑞金成立以项英为领导的
中央分局和以陈毅、梁柏台为正、副主任
的中央政府办事处，继续领导留在南方
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

舆论方面：9月 29日，中央人民委员
会主席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发表了

《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10
月 3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在《红色中
华》报联合发表《告全苏区民众书》，号召
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保卫苏维埃政权，拉
开了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序幕。

统一战线方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
利用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与蒋介
石之间的矛盾，派出何长工、潘汉年与陈
济棠派出的代表在寻乌县罗塘镇举行秘
密谈判，并达成五项协议：同盟停战、取消
敌对局面；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通情
报、设有线电话（器材由陈济棠负责）；红
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可以互相借
道，各方根据现在战线向后撤退10公里。

1934 年 9 月，最高“三人团”制定了
中央红军主力向湘西突围转移的行动计
划，沿着红六军团的进军路线，与红二、
六军团会合。

10 月 7 日开始，中革军委分别电令
各军团，要求各部队依令行动，开赴于都
集结，进行休整补充。10月 9日，中革军
委下发《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
程表》，具体规定了军委纵队、中央纵队
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逐日任务及红
军驻地路线、地域。

接到中革军委电令后，红一、三、五、
八军团和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分别于 10
月 11 日至 18 日到达于都集结地域休整
补充。

由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率领
的红九军团，则于10月11日到达会昌珠
兰埠地域集结休整。

中央红军在于都县境内集结休整
后，部队以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
军团两翼掩护，军委、中央纵队在中间，
五军团殿后，共计8.68万人，从1934年10
月 16 日傍晚开始陆续渡过于都河。10
月 21 日，中央红军对国民党军设置的第
一道封锁线发起反攻，25 日渡过信丰河
继续长征。

站在于都河畔，管冬梅介绍，于都河
是中央红军长征要渡过的第一条大河。
于都人民大力支援红军架桥渡河。为防
止过早暴露目标和红军行动意图，架设
浮桥都在每天傍晚 5 时后进行。在红军
渡河的 4 天时间里，每到傍晚，群众便纷
纷走向架桥工地，有的打火把，有的送水
送饭，还有的直接参加架桥。红军渡河
后，要在次日早上 7 时前把浮桥拆除，傍
晚5时后又重新架桥。据统计，军民在于
都县 30 公里的河段上共架桥 15 次。为
帮助红军架设浮桥，沿河两岸的于都人
民把家中所有可用材料都贡献出来了，
有的群众还拆下了门板和床板。有位年
逾古稀的曾大爷，在将家中全部材料献
完后，又亲自把自己的一副寿材搬到了
架桥工地。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得
知此事后，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
区人民真亲！”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伟大远征

管冬梅表示，有一组数据可以充分
说明长征是伟大的壮举、伟大的转折。
在长征途中，红军将士跨越了近百条江
河，翻越了 40 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
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 20余座，穿越了
极为危险的茫茫草地。面对国民党上百
万军队的围追堵截，以毛泽东同志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以非凡
的智慧和勇气，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
术，大踏步进退，穿插迂回，斩关夺隘，顽
强拼搏，以鲜血和生命闯出一条胜利之
路。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河、
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攻占腊子口、鏖战独树镇、伏击袁家沟
口、激战嘉陵江、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
抢渡普渡河，纵横赣湘鄂川黔滇等 10 余
个省，进行重要战役战斗 600 余次，终于

胜利到达陕北。
来到长征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于都居

住过的位于县城北门外的何屋，张小平
介绍，长征期间，毛泽东同志高超非凡的
领导指挥艺术、红军的机智勇敢，可以在
方强将军撰写的回忆录《红军战士话当
年》一书中得到充分印证。方强同志是
开国中将，是第五次反“围剿”期间驻守
中央苏区南大门会昌筠门岭一带的红军
22 师政治委员。在会昌战斗期间，曾得
到前来巡查的毛泽东亲自指导，并迅速
稳定了中央苏区南方局势。

方强将军在书中回忆：1935年4月中
旬，红军以高度的机动性，声东击西，南
渡乌江后佯攻贵阳，直逼昆明，以迷惑、
调动敌军撤离金沙江防线，为我军顺利
渡过金沙江开辟道路。4月26日，当红军
进入云南逼近昆明时，城内因守军薄弱，
一片混乱。蒋介石急忙调动70个团的兵
力向红军扑来，而金沙江两岸的敌军却
非常空虚。中央军委于4月29日果断地
向红军下达了强渡金沙江的命令。

5 月 2 日，中央军委命令指定：红军
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刘伯承为先遣司令，
率干部团“于 4 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桥”。
皎平渡位于云贵两省的交界处，是金沙
江重要战略渡口之一。

抢占渡口成功后，又乘夜色智取了
北岸敌人的厘金局，干部团先遣营控制
了南北两岸的渡口，随后又找到 5 艘木
船，总共 7 艘船，为全军在此渡江创造了
有利条件，从而打破了敌人在金沙江北
岸的整个防御体系。

根据侦察员的报告，一支川军部队正
在向通安州开进，先头部队可能已经到达，
企图逼近皎平渡，阻挡我红军主力渡江。

据俘虏供称：敌军是川军的一个旅，
共两个团和一个迫击炮连。在敌我兵力
过于悬殊，敌人又居高临下，占着易守难
攻的有利地势的情况下，团指挥所当机
立断，命令第二营在正面佯攻，一、三营
从敌右侧包抄迂回，向敌左侧发起猛
攻。周士第参谋长和方强率领干部团的
侦察排出击，歼灭了数倍于我的守敌。

胜利夺取通安州，保证了中央红军
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我军跳出了数十
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创造的前所未有的伟
大壮举，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铸就的长征精神惊天
地、泣鬼神，至今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舍
生忘死、一往无前。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生动
写照，是坚定理想信念的一次伟大远征。他们怀抱救国救民的
伟大理想，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对党绝对忠诚，以常人难以想象
的勇气和意志，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种种生死考验，笑对饥
饿寒冷，不怕流血牺牲，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是什么力量激
励着他们奋勇向前？那就是信仰，是坚定的理想信念。有了信
仰，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就能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就没有任
何困难能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为了探索真理而勇于牺
牲的一次英雄壮举。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红军将士大部分倒
在了长征途中，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无法考证，但他们义无反顾，
无怨无悔继续拼搏前行，最终夺取了革命的胜利。

长征是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演绎。1934年10月中旬，在
34万于都人民的支援和配合下，红军8.6万余人悄无声息渡过
于都河，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而中央红军此前在于都集结休
整时，苏区人民节衣缩食，积极响应号召支援革命、支援红军，
超额完成各项参军支前、筹粮筹款任务。苏区人民如此拥护中
国共产党和红军，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全心全意为人民谋
利益，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
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
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国外形势错综复
杂，迫切需要我们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长征精神，凝
聚奋进力量，攻坚克难，努力奋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贡献力量，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作者为于都博物馆、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党支
部书记）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
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
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 5 个军团及 2 个
纵队，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三道
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湘江时，遭到很
大损失。红军由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在毛泽
东坚决主张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放弃了去湘西与红
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
贵州进军。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
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
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并选举毛泽
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
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
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军队
的包围圈。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于 1935
年3月下旬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实际上开始了红
四方面军的长征。

5月下旬，中央红军向川西北挺进。6月中旬
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
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军继
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
上方针，坚持南下。中共中央多次催促、劝说无
果。9 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先行
北上。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34 年 11 月 16 日，红
25军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撤离鄂豫皖
根据地，从河南罗山县出发开始长征。进入陕南
后，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1935年7月，为配合红
一、红四方面军北上行动，红25军西征北上。1935
年 9 月 15 日，红 25 军到达陕西延川永平镇（今永
坪），与陕甘红军第 26、27 军会合，合编为红 15

军团。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军陕甘支队

到达陕西吴起镇。与红15军团会合后，合编为红
一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转战于川康地区。1936年
7月初与红2、6军团在四川甘孜会合后，与红二方
面军共同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
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2、红6军团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
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2日到达川
西北的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2、红
6军团与红32军编成红二方面军。7月上旬，红二、
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
达甘肃隆德西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地区，与
红一方面军会师。

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
区会师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弘扬长征精神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管冬梅

中革军委、中央政府机关及毛泽东等领导渡
于都河旧址——县城东门渡口

红五军团军团部集结旧址——罗坳镇步前村陈屋

图片均由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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