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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自良 王丽 李惊亚

这 是 中 国 革 命 生 死 攸 关 的 时
刻——

86年前，贵州遵义，中国共产党人
作出了一次历史性抉择，中国革命实现
了从“谷底”走向光明、走向胜利的伟大
转折。

“伟大转折”是如何一步步发生
的？遵义会议会址旁的大槐树、乌江江
面上的“红军水马”、苟坝会议旧址的马
灯见证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一棵树，守望永恒的信念
遵义市子尹路 96号，一幢灰白相

间、中西合璧的二层砖木小楼，东侧矗
立着一棵10余米高的刺槐树，枝繁叶
茂。

86年前，这座小楼里连续3天召开
的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
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刺槐树，“目睹”过历史的惊心动魄，在
岁月洗礼中顽强生长。

“现在，它是见证遵义会议唯一‘活
着的’生命体。”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会长
黄先荣说，几十年间，虽几经病虫侵袭、
风雨考验，这棵槐树却一次次挺过危
机，始终屹立不倒、生机盎然。

没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中国革
命不可能在艰难困苦和黑暗挫折中奋
起，走向光明与胜利。

大槐树“记得”，悲壮的湘江战役
之后，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
在自我革命中走向成熟，开启长征的
新篇章——

1935年 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
召开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
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
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成为“党
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兵
围追堵截，毛泽东等指挥了四渡赤水、
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
红军在川黔滇万水千山间纵横驰骋，不
断转危为安，打开新的局面。

黔北要塞娄山关，“一夫当关、万夫
莫开”。

长征期间，红军在这里两次赢得胜
仗。大尖山、小尖山，如今柳杉成林、郁
郁葱葱，放眼望去，犹如一个个身姿挺
拔、列队齐整的士兵，守望着如海苍山
和长眠英雄。

一棵棵柳杉见证，“一条腿走完长
征路”的传奇经久不衰——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
党军围堵，毛泽东决定二渡赤水，回师
黔北，杀个回马枪。在娄山关战斗中，

红三军团12团政委钟赤兵身负重伤，
半个月内右腿做了三次截肢手术，他不
仅顽强活了过来，还凭着极其顽强的意
志与坚定的信念胜利抵达陕北延安。

“雄关漫道真如铁……”苍劲雄浑
的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镌刻在
娄山关关口的崖壁上，令人久久沉思。

“而今迈步从头越……”英雄走过的土
地，正在续写新的传奇。

四渡赤水渡口旁的习水县淋滩村，
一棵“红军柚”传承着一份深沉的信
念。当年，红军在这里纵横驰骋，创造
了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军事奇
迹。战役中负伤的红军宋加通，当地百
姓救了他，更千方百计保护他。

无法追上远去的部队，宋加通在淋
滩村娶妻生子、落地生根，心中的信念
与恩情却从未遗忘。他和其他几名战
友就地组建红军地下党支部，广泛联系
群众，继续开展斗争。

20世纪50年代，宋加通回到阔别
已久的江西宁都老家，特意精挑细选
了几株家乡的蜜柚苗带回淋滩村，带
着农民们一起试种，被群众称为“红军
柚”。

如今，淋滩村农户房前屋后的空地
上，种满了“红军柚”，亩产值 1 万多
元。“今天的淋滩村党支部，就是当年红
军长征期间建立地下党支部的延续，至
今已有12任支部书记。”淋滩村党总支
书记赵伟说，既要发展红色产业，更要
传承红色精神。

脱贫攻坚战中，赵伟在工作途中受
伤骨折，右腿打了 4块钢板和 17颗钢
钉，做完手术没多久，他就拄着双拐再
赴“战场”。“红军柚”结出饱满果实，当
年救助过红军的红糖，也成了支柱产
业。2020年，村民人均纯收入突破1.5
万元。

一叶舟，承载不变的初心
瓮安县猴场镇，猴场会议陈列馆，

有一座红军战士与老乡低头扎竹筏的
雕塑。

竹筏，乌江边渔民们祖祖辈辈使用
的水上交通工具，因红军突破乌江时用
来渡江，有了另一个名字——“红军水
马”。

江界河渡口，当年，沿岸村庄百姓
看到寒冬腊月里，红军不抢百姓柴火，
不睡百姓堂屋，深受感动，他们主动帮
红军砍竹子、扎竹筏、搭浮桥，在浩渺乌
江百里战场上，用最快时间搭建起一条

“生命通道”。
冒着敌人的炮火，波涛滚滚的江面

上，生死相依的支撑，让红军跨越乌江
天险，创造出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

乌江岸边，瓮安县天文镇天文社区

大塘组村民华朝良家的院子里，一棵枫
香树四季常绿，宛若昨天——

强渡乌江前，红军曾在这里短暂停
留，在枫香树下搭锅煮饭。由于纪律严
明不扰民，深受群众爱戴，华朝良曾祖
父家猪圈的楼上，红军临走时留下大量
标语，被几代人精心保护下来，至今仍
清晰可见：

“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工人、
农民联合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我祖父生前交代，不管怎么分家，
这些标语一定要保护好。”华朝良说。

脱贫攻坚结束后，天文社区成为当
地乡村振兴示范点，红军在乌江边救过
受伤的苍鹭，几十年来在这里筑巢繁
衍，人鸟共生。红色精神，始终在这片
土地上延续。

历史的浪花，奔涌向前，而江上的
叶叶扁舟，承载着民心向背。

21世纪初，江界河沿岸的水库移
民，因田被水库淹没后没了粮食和收
入。为了谋生，60户水库移民自发凑
钱，打算成立一家船舶运输公司，在江
界河上搞旅游运输。

“县委领导实地调研、现场办公，为
移民开辟绿色通道，减免税费。”水库移
民皮禄江说，如今，公司年收入百万余
元，移民们生活安定幸福，江界河重新
成为一道活跃的风景线。

为了一江清水，江界河边的渔民必
须退捕上岸。“上岸后，政府千方百计帮
助群众拓展新产业。”天文镇乌江村村
民郭天涯说，村里20多户渔民上岸后
发展养蜂和经果林等产业，生活有希望
有奔头。

滔滔江水，惊涛拍岸。仿佛诉说着
共产党人最根本的依托：你把群众放心
里，群众就会把你记心里。

一盏灯，照亮真理的方向
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一

条1.5公里长的“田坎小道”80多年了
依然保留着当初的模样。

1935年 3月 10日，在激烈争论了
一天之后，毛泽东怀着对中国革命安
危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强烈责任感、使
命感，深夜毅然提起马灯，走过这条田
间小路，去说服周恩来，最终撤销了原
计划第二天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
令，使红军避免了一场劫难。

一盏马灯照亮的这条“小道”，不
仅是光明之路，更是真理之路。

井冈山的八角楼，遵义会议的方
桌上，延安的窑洞中……一盏盏马灯
照亮理想，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
验。”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覃爱
华认为，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

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通过自我革
命，努力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点
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明灯”，终
于实现伟大转折。

真理精神如一声惊雷，震撼人
心。这种精神也一直滋养着老区人民
不断创新突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黎平翘街，黎平会议会址内的八
仙桌上，按照当年开会的情形，摆放着
两盏马灯。

1934 年 12 月 15 日，中央红军攻
占入黔第一城——黎平城，12 月 18
日，召开了红军长征以来首次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

如今，老区群众发扬“敢闯新路、
敢于突破、敢于胜利”的“三敢精神”，
在市场经济大浪淘沙中，迸发出源源
不断的活力。

2012年，时年40岁的黎平县岩洞
镇党委书记杨正熙辞掉职务，回到家
乡尚重镇，在 3 个贫困村 10 个寨子
里，创建牛、稻、鱼、鸭共生共荣的传
统农耕生态系统“牛耕部落”，想找到
一条保护传承农耕文化，又能让贫困
群众致富的新路。他不断收集地方传
统农作物种子 210 多种，四处奔波推
广农户有机农产品。2020年，合作社
产 值 1100 多 万 元 ，村 民 自 销 收 入
2000多万元。

月亮山层层叠叠的梯田间，农耕
时节家家户户下田开犁，大地铺开一
幅古老农耕文明画卷，绿水青山成了
农民的金山银山。

瓮安县珠藏镇桐梓坡村。1935
年 1 月 12 日，红军在这里召开大会，
宣布成立桐梓坡农会。当地农民第一
次手握大印，当家做主，执掌政权。

70 多年后，同样是在桐梓坡村，
当地农民又在全国率先开始“一事一
议”民主实践。2009 年 3 月，村民们
第一次以民主、自愿的方式，作出了投
工投劳建桥修路的决定，3 年间全村
修了95公里串户路，成为贵州最早实
现“硬化路到家”的村寨之一。

“红军在桐梓坡传播了民主精神，
播下的这颗火种，代代相传。”76岁的
老支书王世村说，直到今天，桐梓坡村
任何重大决策依然严格遵照规划公
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让群众充分
参与、权力规范运行。

“新的长征路不会一帆风顺，必定
有一个个深沟险壑、激流险滩，同样需
要如红军战士一样的英雄气概和革命
斗志。”黄先荣说，“坚定理想，不忘初
心，敢于突破，仍是中国共产党人夺取
下一个百年胜利的‘密钥’。”

（新华社贵阳5月13日电）

它们，见证“伟大转折”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

成欣 许可）针对美、英、德等国与“人
权观察”“大赦国际”等非政府组织近
日举办视频会议炒作涉新疆谎言一
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3日表示，
这几个国家纠集几个反华组织和反华
人员不断自编自导自演政治闹剧，最
终只会自取其辱。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
提问时表示，美国、英国、德国等伙同
个别非政府组织，基于谎言和政治偏
见，妄借联合国名义举办所谓中国新
疆人权状况的视频会议，中方表示强
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这个会议充斥着
无耻谎言和虚假信息，是美国等少数
国家的又一次没有下限的拙劣表演和
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事实上也遭到
了广大联合国会员国的坚决抵制。

“这几个国家总是试图充当人权
教师爷，但其自身人权问题劣迹斑斑，
罪行累累。他们对中国做出的种种虚
假指责，其实都是他们自身历史罪行
和劣迹的反映以及黑暗心理的映射。”
华春莹说。

华春莹指出，美国历史上对印第
安人进行系统性种族清洗和大屠杀，
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种族灭绝罪行和反
人类罪。从 19世纪至 20世纪 70 年
代，美政府将大量印第安儿童送进寄
宿学校，可说是“集中营”的鼻祖。夏
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指出，美国对印
第安原住民实施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种族灭绝。普利策奖获奖
作家约翰·托兰在其著作《希特勒传》
中写道，“希特勒说，他建立集中营的
想法和种族灭绝的做法大部分源于他
对英国和美国历史的研究”。时至今
日，种族主义在美国仍是全面性、系统
性、持续性的存在。美国前总统奥巴
马曾说，种族歧视存在于美国生活的
各个制度中，影响深远，仍是美国基因
的一部分。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长杰
伊·约翰逊表示，如果定义足够宽泛的
话，可以认为美国的每个机构都存在
着系统性种族主义。美国口口声声关
心穆斯林人权，但世界上杀害穆斯林
最多的国家恰恰正是美国及其帮凶。
美国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阿富
汗等国以“反恐”之名发动军事战争，
造成了上百万穆斯林民众死亡、几千
万穆斯林流离失所。“美国对人权的关
心在哪里？”

她说，英国在数百年殖民期间在
世界各地犯下无数屠杀罪行。在南非
的世界上第一个集中营就打下了大英
帝国的可耻烙印。英国军队在伊拉
克、阿富汗等地滥杀无辜，实施酷刑，
而肇事者却受到政府包庇，依旧逍遥
法外。“英国对人权的关心在哪里？”

华春莹说，德国殖民军上世纪初

在纳米比亚杀害10万以上土著民，被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称为“20世纪第一
场种族灭绝”。二战期间，德国对600
多万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德国对人权
的关心在哪里？”

华春莹说，这几个国家对自身历
史和现实中存在的人权劣迹和罪行不
仅不做深刻反省，反而对中国进行毫
无底线的造谣抹黑，充分暴露出他们
道貌岸然的虚伪面目。“如果他们真的
关心人权，为什么不邀请真正的新疆
民众参加？为什么不对本国存在的严
重种族歧视政策和行为进行深刻反思
并切实改正？为什么如此漠视国内死
于疫情的上百万民众？”

她说，如果他们真的关心人权，就
应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本国国
内每一个少数族裔都能够自由呼吸；
就应该立即停止在海外军事行动中滥
杀无辜并追究肇事者责任，对受害国
和受害国民众做出深刻道歉；就应该
立即确保疫苗全球公平分配。

华春莹指出，这场会议的参与者
不是反华机构就是反华专业户。这几
个西方国家宁愿相信几个人编造的谎
言，却不愿听取2500多万新疆各族人
民和14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宁愿
配合少数反华势力的拙劣表演，却不
愿正视新疆地区发展进步的基本事
实，这更加戳穿了他们所谓民主、人权
的虚伪面目，暴露出他们妄图制造所
谓“新疆人权”问题达到以疆乱华、以
疆制华、遏制中国的目的，以及转移视
线、掩盖他们历史和现实人权罪行、掩
盖国内治理无力和应对疫情无能的意
图。

“至于有人说‘如果中方没有什么
隐瞒，为什么不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不受阻碍地进入新疆’，试
问，如果有人对你诬陷栽赃，然后蛮横
无理地要求你无条件敞开大门、任凭
他们去你家里翻箱倒柜，你能同意
吗？这无关事实，关乎主权和尊严！
我们欢迎所有不带偏见的各国人士访
问新疆，但坚决反对基于谎言谣言对
中国进行有罪推定式的所谓‘调查’，
坚决反对以所谓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
内政，坚决反对通过炮制所谓‘涉疆问
题’破坏中国稳定、遏制中国发展。”华
春莹说。

华春莹说，中国有一句古诗，两岸
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
发展壮大的步伐、中国新疆稳定发展
的步伐岂是这几个国家、这几个人的
拙劣表演所影响得了的。“我们希望并
相信国际社会越来越认清这些人的本
质，不被别有用心的鼓噪蒙蔽误导。
这几个国家纠集几个反华组织和反华
人员不断自编自导自演政治闹剧，最
终只会自取其辱。”

外交部回应个别国家炒作涉疆谎言：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新华社记者 陈晨 张斌

在延安城东北的桥儿沟革命旧址，
一座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静静
矗立。走进其中，一面悬挂在教堂正前
方的党旗分外惹眼。许多游客慕名而
来，是为了探寻一场发生在这里的重要
会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说，党的历
史上有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1935年的
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
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这次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能让
党的领袖给予如此高的评价？桥儿沟
天主教堂内的一件件文物和老照片中，
蕴藏着答案。

1935年 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
落脚陕北。面对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
矛盾的严峻形势，党中央明确提出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37年抗
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然而，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
势，党如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统一和
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成为对抗战
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蒋介石把共产党为促成国共合作
的必要让步视为‘认输’，要求中共军队
由国民党统一指挥。”延安革命纪念馆
原馆长张建儒说，对此毛泽东明确指
出，国共合作不是“合并”，必须在统一
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

但就在此时，一场错误倾向却在延
安浮现。

1937年 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
代表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他主张“一
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认
为应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
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对党在统一战
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提出批评。

“由于王明说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
和斯大林的指示，加之党内长期‘以俄
为师’的思维惯性，不少人一时不能明
辨是非。”延安桥儿沟革命旧址讲解员
岳娟说。

历史呼唤着改变。
1938年 9月 29日至 11月 6日，中

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
桥儿沟天主教堂举行。在全会上作《抗
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
的新阶段》的报告时，毛泽东提出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

毛泽东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
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
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
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
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
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谭
虎娃说，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要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在
这一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六中全会明确，
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
题，是六届六中全会重要的历史贡献之
一。”延安桥儿沟革命旧址管理处处长
刘妮说，全会打破了教条化和对共产国
际的神圣化，为全党全军带来新气象。

此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大兴学习
之风，再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完全确立
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成
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桥儿沟天主教堂，这座由西班牙传
教士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就这
样见证了重大的历史。

也正是建立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任务的基础上，毛泽东思想在延安
逐渐发展成熟。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
大上，毛泽东思想被写入党章，成为中
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
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
了马克思主义。

“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今
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前进，一脉相承中有历
史的铁律。”延安大学教授高尚斌说，始
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不断
走向成熟的奥秘之一。

（新华社西安5月13日电）

桥儿沟教堂缘何著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里有回答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
王鹏）记者 13 日从教育部了解到，

“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周”系
列活动将于5月 17日至 23日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系列活动主要包括招聘
会、校企供需对接会、就业育人活动
等。

据悉，教育部将会同12家社会招
聘机构，共同启动“24365校园招聘服
务”线上“百日招聘行动”。就业促进
周期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将同步
举办两场以上区域性、行业性、联盟性
大型专场招聘会，各高校计划每天举
办线上线下校园招聘会。毕业生离校
前，各地各高校将持续保持招聘活动
热度。

为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教育
部将组织“重点领域人才供需对接
会”，在线上组织“中小企业人才供需
网络对接会”，为校企双方搭建精准对
接平台。就业促进周期间，各地各高
校同步举办各类校企供需对接活动，

深化高校和企事业单位合作，推动共
建就业实习基地。

教育部也将在就业促进周期间举
办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主题座谈会，
鼓励更多高校毕业生投身基层和中西
部地区就业。同时，指导各地各高校
开展以“成才观、职业观、就业观”为主
要内容的就业主题教育活动，以多种
形式引导毕业生主动融入国家现代化
建设新征程。

此外，为建立健全高校与用人单
位沟通协作机制，广泛汇聚各方力量
共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教育
部今年专门组建了全国普通高校就业
创业指导委员会，为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咨询建议，协助
教育部开展高校与地方政府、行业协
会、用人单位就业创业的对接活动。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表
示，下一步，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
加大工作力度，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
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周”
将于5月17日至23日开展

5月13日，邢台市襄都区新华南路小学的学生在体验机械臂写字。河北省邢
台市襄都区新华南路小学开设“科技知识小课堂”，通过了解、体验科普活动，培
养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增长科技知识。 新华社发

科技魅力炫校园

5 月 13 日拍摄的黄海国家
森林公园景色（无人机照片）。
江苏省东台市经过 50 多年的艰
苦打拼，将原先在盐碱滩涂上
的国营林场，逐步建成占地 6.8
万亩、森林覆盖率超 85%的黄海
国家森林公园，2020 年接待游
客近 250 万人次。

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盐碱滩涂
变身森林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