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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精神是指引我们前进的灯塔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于美丽

面对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几十万敌军的
围追堵截，
他们血战湘江，
抢占遵义，
四渡赤
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
桥，
翻越夹金山，
走出大草地，
突破天险腊子
口，进驻陕甘苏区吴起镇。到 1936 年 10
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在翻越海拔 5470
米的大雪山——党岭山时，
一位先遣队红军
的遗体埋在雪中，胳膊高高地伸在外面，攥
紧的拳头握着一张党证和一块银元，
临死前
仍不忘向党组织交纳最后一次党费。张闻
天 1938 年在给陕北公学师生的报告中说：
“长征中我们的确曾经碰到了无数困难……
没有理想，
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
毛泽东
曾指出：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
长征
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
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
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
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
路上遇着了说不尽
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
长驱二万余里，
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
谁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
从来没
有的。
”
为有牺牲多壮志
为了实现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不惜抛
头颅、洒热血，是长征精神的集中体现。三
大红军主力出发时是 20.6 万人，沿途补充

1.7 万人，到胜利会师时仅保留下来 5.7 万
人。红军将士途经 14 个省，
跨越近百条江河
险滩，攀越 40 余座峻岭高山，走过了被称为
“死亡陷阱”的草地荒原，同敌人进行了 600
余次战役战斗，攻占 700 多座县城。牺牲的
指挥员中仅师级干部就达 80 多人、
营以上干
部 430 余人。湘江一战，
红 34 师师长陈树湘
断肠明志。强渡嘉陵江时，
19 岁的女红军石
磨玉将被弹片划出的肠子塞回腹部勒紧腰带
继续划船，直到送战友冲上阵地才倒进江
中。红军长驱两万五千里，
平均每天行军约
74 里，
平均每 300 米就有一人牺牲。长征历
时之长、
规模之大、
行程之远，
环境之险恶、
战
斗之惨烈，
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在世界战
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独立自主闯新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独立自主、实事求是，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
相结合，
是长征精神的核心精髓。湘江之战，
中央红军由 8.6 万人锐减到 3 万人，
中国革命
到了
“养鱼沸鼎之中，
栖鸟烈火之上”
的生死
攸关时刻。遵义会议，
结束了
“左”
倾冒险主
义在党内的家长式统治，
确立了毛泽东在红
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
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
走向成熟。遵义会议后，
毛泽东采用灵活机
动的战略战术：
在军事上，
出奇制胜，
四渡赤

水，
冲破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
全党全军
精神大振；
在政治上，
把长征的
“大搬家”
变
成北上抗日，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
主张，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为
进行坚决斗争；
在统一战线上，
逐渐由
“反蒋
抗日”
转变为
“逼蒋抗日”
和
“联蒋抗日”
，
促
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因此，
毛泽东指出：
“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
产党，
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
官兵一致向前进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坚决维护革命队
伍的团结统一，是长征精神的显著特征。
在遵义会议上，
毛泽东从大局出发，
着重解
决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避免了党内
争论和分歧。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一道北
上抗日，党中央在同张国焘错误行为进行
斗争时，
作了适度让步，
通过各种方式表达
对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关怀，使红四方面
军 最 终 冲 破 阻 力 ，坚 定 地 回 到 党 中 央 怀
抱。为了建立新中国这一共同理想，红军
官兵在外有敌军日夜追赶，内有错误路线
干扰，
物资奇缺，
病痛、
饥饿、
伤残、
死亡如影
随形的情况下，
各路红军互相支援，
密切配
合，
危急时刻，
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一些
自知无法活着走下去的红军，牺牲前把自
己的衣服脱下来留给后面的红军。干部把
口粮让给病号，首长用自己的战马驮运伤

员，士兵挺身而出掩护战友，用鲜血和生命
谱写出团结战斗的光辉篇章。
军民团结如一人
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依靠人民、艰苦奋
斗，
坚持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
是长征
精神的鲜明特色。1934 年 11 月，长征经过
湖南省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3 名
红军女战士借宿村民徐解秀家，
临走时把仅
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她，
留下了一段
军民鱼水情的佳话。长征途中，
沿途人民共
为红军各部队筹集了上万吨粮食，
补充了约
2 万名兵员。苏区时期，于都县仅 30 余万
人，
先后有 6.8 万余人参加红军，
10 万余人支
前参战，
1.6 万人牺牲在了长征途中，
还有近
万名挑夫随军出征却没有留下姓名。红军
严格执行纪律，对人民群众的财产秋毫无
犯，
所到之处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
打土豪、
分田地，帮助穷苦人翻身得解放，广大群众
也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
视为穷人的队
伍，
把红军称为
“菩萨兵”
。紧紧依靠人民群
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是长征
胜利之本。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的新征
程上，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要继
续高举革命旗帜，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朝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作者单位：
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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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长征精神，
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 年 10 月 21 日，
习近
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中指出：
“伟大长征精神，
就是把全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
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
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
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
出发的精神；
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
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
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
神。”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
长征
精神就是指引我们前进的灯塔，
是战胜艰难
险阻的不竭动力源泉。
革命理想高于天
对革命理想的无限热爱和对党的无比
忠诚是长征精神的根本所在。长征是人类
历史上挑战各种极限的远征，
成千上万生活
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赤贫农民、手工业者、
失业的产业工人，
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红军队伍，
他们坚信这条充满苦难
的道路尽头一定是梦想中的崭新中国。第
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第一方面军 8.6
万名指战员于 1934 年 10 月 10 日晚在江西
于都悄然渡河，踏上气壮山河的伟大征程。

中央红军长征路线

。

第五次反
“围剿”
失利后，
红军第一方面军
8.6万名指战员
于 1934年 10月 10日晚
在江西于都悄然渡河，
踏上气壮山河的伟大征程。

强渡大渡河。

长征是宣言书，
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

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
和不畏牺牲的勇敢，
使红军创造了人间奇迹。

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
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为了救国救民，
不怕任何艰难险阻，
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娄山关战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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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声音

在艰苦奋斗中默默奉献
徐跃

阿拉善右旗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委员、旗干部人事档案中心主任张斌
忠，从事机关党建工作多年，始终把基
层党务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牢记心
中 ，在 平 凡 工 作 中 埋 头 苦 干、无 私 奉
献。
“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党务工
作者，我把工作当做事业来经营。”张
斌忠说。
他兢业务实，是名副其实的“老黄
牛”。组织工作无淡季，特别是基层党
建工作点多、线长、面广，但张斌忠却
始终坚持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忍耐的精神，在繁重的工作
中培养出对组织事业的幸福感和荣誉
感 ，练 就 了 一 副 敢 担 当 能 负 重 的 铁
肩。对待安排的工作，不管是份内事
还是份外事，他的回答从来都是一个

字“好”。
他恪尽职守，是最讲党性的“党务
人”。他政治立场坚定，党性修养和政
治素质高，特别在发展党员、机关组织
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始终把握原则不
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
通，遵守纪律不松懈，探索推行的发展
党员“小闹钟”等创新工作法，有效破
解了全旗机关党组织发展党员程序把
关不严、主题党日主题不明确、内容参
差不齐等难题。
他勤学肯钻，是大家公认的“多面
手”。他始终坚持精益求精，对每一份
材料的行文格式、语言措辞、标点符号
等细节严格把关，对每年的民主生活
会、基层党（工）委书记抓党建述职评
议 会 等 重 要 会 议 材 料 ，都 要 认 真 审
核。他多谋善思、勇于创新，积极探索
创新基层党建工作的方法途径。在全
旗机关党员教育管理中，针对进城农
牧民党员较多的实际，探索开展“开放

式”组织生活、城乡党员“互动工程”等
做法，通过北疆先锋网在全区进行交
流。
他做事情有一种“不怕任何艰难
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3
年来，他累计深入机关党组织讲授基
层党建理论 20 多场次。他甚至把一
本关于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选举工作
流程的书翻得卷了边，硬是在较短的
时间里，将换届选举的流程、相关法规
烂熟于心，并制作成机关党组织换届
流程图，让机关其他党务工作者明确
换届工作程序，增强换届工作的可操
作性。
“当年，红军为了救国救民，不怕
任何艰难险阻，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
神深深地触动了我。历史照亮未来，
征程未有穷期。伟大的长征精神是激
励我们为民服务、继续前行的精神源
泉，我们一定要结合好新的实际，传承
好、弘扬好长征精神。”张斌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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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本报记者

永远做党的忠诚卫士
李新军

这几天，呼伦贝尔市纪委监委第七审查调
查 室 的 成 员 又 连 续 奋 战 了 几 周 ，看 着 办 案 成
果，主任马超放心地做好工作交接记录，他即
将赴阿荣旗任职。
马超在调任以前是呼伦贝尔市纪委监委
的业务骨干。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带领审查调
查室成员先后参与初核案件 200 余件，查办立
案案件 51 件，其中涉及厅级领导干部 2 人，处
级领导干部 30 人，累计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1.7 亿元。
“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唯有以忠
诚、干净、担当的标准严格自律，才能对得起党
和人民的期待。”马超说，顾全大局、严守纪律、
紧密团结，是红军在长征期间始终保持凝聚力
和战斗力的重要武器，长征精神中为民族求生
存、为人民求解放的革命理想与信念，在任何
强敌与艰难面前坚忍不拔的革命气节与情操，
还有蓬勃向上、团结一致的浩然正气，是他和

同事们在工作中一直秉持的工作原则。
作为纪检尖兵，这些年马超带领团队初
心不改，苦练“谈话、外调、取证”基本功，创造
过许多第一：自治区纪委首例指定管辖异地
办理案件、自治区首例“黑上黑”案件、自治区
首例“伞上伞”案件、人防领域首例留置案件
等。
“纪检事无大小，一个细节的疏漏，对我
们纪检监察干部来说就是失职犯罪。”业务骨
干彭博说。红军长征的壮举让他们领悟到了
团队作战的意义，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
们不怕艰难险阻，不惜牺牲一切。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
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纪检
人办案想的是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体现
的是为民情怀，根植于人民、为人民服务。我
们会继续努力实践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传
承下去，在新时代的‘新长征’中不断夺取新
胜利！”呼伦贝尔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程冠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