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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乙未年 四月十四

本报讯 （记者 阿连 陈杨 张涛 王
明阳 文 /图）巍巍二郎山，英雄泸定桥。
5 月 29 日上午， 泸定县在红军飞夺泸
定桥纪念碑公园隆重举行红军飞夺泸
定桥胜利 80 周年暨川藏公路开工建
设 65 周年活动 ，深切缅怀先烈 、先辈
的丰功伟绩 ，传承长征精神 ，弘扬 “两
路”精神，激励干群奋进，践行“三严三
实”，建设美好家园。 州委书记胡昌升
出席活动并宣布纪念红军长征在甘孜
80 周年暨红色文化旅游宣传活动开
幕。 州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汪洋主持纪
念活动。

80 年前，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途经甘孜藏区， 先后在我州 15 个县经
过、驻扎，在这里团结藏汉群众，播洒革
命火种，开展武装斗争，书写了飞夺泸
定桥、甘孜大会师等历史篇章 ，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奇迹，推动

了中国革命的生死转折，用鲜血和生命
铸就了彪炳史册的不朽丰碑，在党史国
史军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一页。
65 年前， 中央授命解放西藏 ， 修筑川
藏、青藏公路。 英勇的十八军将士 ，挥
师西进， 团结藏汉军民 ， 克服艰难险
阻 ，边修路 、边进军 ，开启挺进雪域高
原 、建设川藏天路征 程 ，铸 就 了 伟 大
的 “两路 ”精神 。

纪念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正式
启动。

胡昌升与老一辈革命家亲属代表
贺晓明、刘蒙，中国进出口银行四川分
行行长王园园， 援建企业代表王小朝，
中共泸定县委负责同志向红军飞夺泸
定桥纪念碑敬献花篮。

随后，参加活动的来宾向红军飞夺
泸定桥纪念碑敬献鲜花。

杨成武将军之子杨东明，张国华将

军之子张小军分别在纪念活动上讲话。
胡昌升在纪念活动上代表州委、州

人大 、州政府 、州政协 、甘孜军分区和
114 万甘孜儿女， 向为革命胜利作出贡
献的老红军、 老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当年拥护红军、支援红军的父老乡亲
表示亲切的慰问！ 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
我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
示衷心的感谢！

胡昌升说，80 年前的今天， 大渡河
畔，红军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 ，昼夜奔
袭 240 里 ， 创造了世界行军史上的奇
迹。 泸定桥上，伴着咆哮的河水声和激
烈的枪炮声，22 名红军勇士冒着枪林弹
雨，在十三根铁链上，辟开了通往共和
国之路，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军事神
话。 红军飞夺泸定桥，以极小的代价粉
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的图谋，取
得了红军长征中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胡昌升说，80 年前， 在中国革命最
为艰难的时刻，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一、二、四方面军长征途经甘孜，跨过了
生死线上的铁索桥，打通了北上必经通
道的飞越岭， 翻越了海拔 5000 多米的
丹巴党岭大雪山，书写了甘孜大会师的
光辉史篇，在广袤的康巴高原上播下了
革命的火种， 泸定岚安苏维埃政权、金
汤县苏维埃政权、丹巴格勒得沙政府等
红色政权，如星星之火在甘孜大地迅速
燎原；党领导下建立的具有统一战线性
质的民族自治政权———甘孜博巴人民
政府，为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作出了伟大探索实践。

胡昌升说，80 年前，当英勇顽强、辗
转百战的红军进入甘孜藏区时，甘孜各
族人民为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和贡献，甘孜藏区人民“对保存红军尽
了最大的责任”。 道孚、炉霍、乡城、甘孜

等县广大农牧民群众把红军当亲人，献
出自己的青稞、牛羊。 在红军离开后的
白色恐怖下毅然担负起救护红军伤病
员的重任，诠释了“军爱民、民拥军”的
鱼水深情；甘孜寺、白利寺等广大寺庙
僧尼积极支援红军、支持革命 ；丹巴第
一个红军藏民独立师的建立，书写了藏
族人民武装宣传动员群众支前、配合红
军作战的英雄传奇；朱德总司令与五世
格达活佛的友谊，更成为了 “藏汉一家
亲、民族大团结”永恒的光辉典范，在康
巴大地世代传颂。

胡昌升指出 ， 光阴荏苒 ， 春秋几
度。 红军“无比忠诚、不怕牺牲、勇往直
前、严守纪律、团结互助、前赴后继、坚
忍不拔”的伟大长征精神，始终成为指
引和鼓舞甘孜人民推进各项事业发展
进步的强大动力。 当前，百万甘孜儿女
正弘扬着伟大的长征精神，在党中央 、

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无数革命老前
辈、老红军及其后代的深切关怀下 ，在
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下 ， 团结一
心，砥砺奋进，奋力建设美丽生态和谐
幸福新甘孜。

胡昌升指出，80 年前， 红军从泸定
桥走过，从雪山走过，从高原草地走过，
为我州留下了许多极为珍贵的红色旅
游资源和精神财富 。 我州先后被纳入
“全国 12 个重点红色旅游区 ”和 “全国
30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泸定桥、磨西
会议旧址、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
纪念馆等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重点景
区。 我州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红色文化遗
产的保护、利用，进一步放大红色名片、
打响红色文化品牌，不断培育出极具吸
引力、震撼力的红色旅游产品 ，把旅游
业打造成甘孜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主
导产业。 (下转第四版)

传承长征精神 弘扬“两路”精神 激励干群奋进 建设美好家园

纪念红军飞夺泸定桥胜利 80周年活动在泸定举行
胡昌升宣布纪念红军长征在甘孜 80周年暨红色文化旅游宣传活动开幕 汪洋主持纪念活动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80 周年纪
念，29 日，纪念红军飞夺泸定桥 80 周年系列
活动在泸定隆重举行。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是中国革
命的伟大转折点。长征不仅创造了战争史上的
奇迹，而且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穿越
时空的精神象征。

1935 年 5 月 29 日， 中国工农红军在这
里飞夺泸定桥，打开了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
通道， 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和世界军史上
“惊、险、奇、绝”的战争奇迹；谱写了中国革
命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不朽篇章，泸定桥
由此蜚声中外、名扬四海，成为中国红色经
典第一桥。 共和国 10 大元帅中就有 7 位元
帅从泸定桥上走过，泸定桥由此成为中国红
色第一桥。

走进活动现场，我们仿佛走近了长征。在
中华民族的危机时刻和中国革命的危难关
头， 正是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辈艰苦卓绝
的英雄创举，担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带
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挫折和困境中奋
起，战胜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开创了党
和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 他们的伟大业绩
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同在。

走进活动现场， 我们仿佛走近了长征。
活动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和认识到长征精神
的真谛和本质。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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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精神是共
产党人一往无前的力量源泉，也是中华民族
宝贵的精神财富。

只有铭记历史， 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
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今天，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更需要我们十分珍惜和充分运用
长征这个精神宝库，坚定理想，砥砺意志，团
结奋斗，继往开来。

让我们走近长征 ， 让那段波澜壮阔
的历史涵养我们的民族精神 ， 让长征精
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代代相传 ， 化为我
们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
精神力量 ， 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进程 。

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 袁飞

本报讯（记者 阿连 陈杨 张涛 王
明阳 文/图）繁花漫山颂先烈，精神永
传展新颜。 5 月 29 日上午，我州隆重
举行“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 ”展陈
提升竣工暨红军长征在甘孜纪念馆、
泸定县川藏公路纪念馆开馆仪式。

州委书记胡昌升、州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康、甘孜军分区司令员樊亮才，
泸定县委书记陈廷全， 中国进出口银
行四川省分行行长王园园、 中国保利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王小朝共同为纪
念馆揭幕。

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相洛与安
徽外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李玉怀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

开馆仪式上，陈明义将军之子陈
亦军向川藏公路纪念馆捐赠文物。

红军长征在甘孜纪念馆 、 川藏
公路纪念馆总建筑面积 6375 平方
米，总投资 2100 万元，项目于今年 5
月竣工。 提升后的红军飞夺泸定桥
纪念馆以红军飞夺泸定桥史事脉络
为经线，以相关文物为纬线，重点突
出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惊、险、奇、绝，
进一步丰富了馆藏资源 ， 充实展陈

史料，全面提升了展览水平 ，以独特
的展览手法体现了 “十三根铁索托
起共和国”的壮丽篇章。 新建成的红
军长征在甘孜纪念馆 ， 以大量的史
料，真实还原了红军在甘孜期间 ，广
泛团结汉藏等各族群众 ， 建立苏维
埃政权、博巴政府，受到各族群众拥
戴的不朽史实 ， 折射了伟大的长征
精神。 川藏公路纪念馆以当年建设
川藏公路时的自然、文化、社会等方
面文史资料、实物作为展览内容 ，还
原了当年建设川藏公路时的伟大壮
举，蕴含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
强拼搏 、甘当路石 ，军民一家 、民族
团结”的“两路”精神，描绘了各民族
团结进步的和谐画卷。

“三馆” 将成为我州重要的爱国
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
要基地， 对泸定和全州红色旅游开
发、经济社会发展、精神文化传承都
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链接
川藏公路

以成都为起点， 拉萨为终点，全

长 2255 公里 ，1950 年动工 ，1954 年
通车。 1950 年初，毛主席指示进军西
藏的十八军：“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11 万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和各
族民工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
战斗意志 ，用铁锤 、钢钎 、铁锹和镐
头，劈开悬崖峭壁，降服险川大河。 川

藏公路穿越二郎山 、折多山 、雀儿山
等 14 座大山，横跨大渡河 、金沙江 、
怒江、拉萨河等 16 条江河，横穿龙门
山、青泥洞、澜沧江、通麦等 8 条大断
裂带，其工程之浩大、施工之艰险，实
属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3000 多名干
部、战士和工人为修路英勇捐躯。

红军长征在甘孜暨川藏公路纪念馆正式开馆

纪念红军长征在甘孜 周年·特别报道

州委书记胡昌升宣布纪念红军长征在甘孜 80 周年暨红色文化旅游宣传活动开幕。 纪念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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