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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红军长征在甘孜 周年·特别报道

传承红色基因 发扬长征精神
———红军飞夺泸定桥胜利 80周年纪念大会侧记

■本报记者 阿连 张涛 陈杨 王
明阳 文/图

抚今追昔，缅怀先烈；饮水思
源，激扬斗志。 5 月 29 日，我州在
泸定县召开纪念红军飞夺泸定桥
胜利 80 周年暨川藏公路开工建
设 65 周年纪念大会。 周恩来、朱
德、刘伯承、贺龙、杨成武、张国
华、 天宝等老一辈革命家亲属代
表，原第十八军官兵代表，飞夺泸
定桥二十二勇士亲属代表等参加
了纪念大会， 并向红军飞夺泸定
桥纪念碑敬献鲜花， 表达了对老
一辈革命先驱的深深缅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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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着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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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根铁链上劈开通往共和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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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代价粉粹了国民党反动派消
灭红军的图谋，取得了红军长征
中又一次决定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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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活动上，杨成武将军之
子，原空军副司令杨东明发表了
感人肺腑的讲话，他说，“飞夺泸
定桥这场险战、恶战，创造了中
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如今面

对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我们更加
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
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
加缅怀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英
勇牺牲的成千上万的红军烈士。
我们要传承他们的精神，学习他
们无比坚定的信念，学习他们无
私无畏、继往无前、压倒一切敌
人的精神， 学习他们官兵一致、
同心同德、共产党员永远身先士
卒的精神，这就是红军战无不胜
的原因。我们只有用敬畏之心纪
念历史，以无比崇敬的精神学习
英雄，才能弘扬长征精神，把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推向前
进。 ”

“今天，我们追寻父辈足迹，
再走川藏天路， 踏上雪域高原，
看到了川藏公路连接起的时代

变迁，感受到了康巴大地发展中
的日新月异，更感悟到了甘孜各
族人民传承“两路”精神的奋斗
不息。 ”张国华将军之子张小军
表示，作为老红军后代，又是十
八军的后人， 参加这次纪念活
动，百感交集，万分激动，特向泸
定的父老乡亲、甘孜各族人民致
以崇高敬意，道一声感谢。他说，
“刘伯承元帅曾经说过，‘进军西
藏是第二次长征，老西藏精神是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
神、西柏坡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我们愿和甘孜人民一道，继承父
辈宏愿，发扬优良传统，在各自
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
做出积极努力。 ”

对泸定充满无比感情的贺
龙元帅之女贺晓明已是第四次
来到泸定，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谈到，“红军飞夺泸定桥胜利都
80 年了，我觉得我非常有幸。 作
为红军的后代，就要永远学习红
军，你学一辈子都不见得能学得
那么好。我们自己来这里缅怀先
烈，还应该带上朋友们、后辈们，
红军精神的传承是最根本的。我
这次来发现甘孜、泸定又有变化
了，城市建设越来越美丽，老百
姓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自己很
受安慰。 ”她希望甘孜、特别是泸
定的年轻人， 他们守着泸定桥，
心里要有一个警示，一个对理想
信仰的对比，一个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艰苦奋斗的对比。 甘孜
能变化这么大，有年轻人很多功
劳，还要继续努力。 祝愿甘孜人
民生活越来越好，人的心情越来
越舒畅，创造一个舒适的人居环
境。 （下转第四版）

■罗梦凯 袁帅 本报记者 袁飞

大渡河，中国西部一条历史长河。
这条岷江最大的支流，亘古以来，浩浩汤汤，涛

声如雷。 她像史诗一般瑰丽神奇，富饶博大。 她哺育
了这块充满生机的沃土， 演绎出无数动人的传奇故
事……

1863 年，在激流奔腾的大渡河上，太平天国翼王
石达开率部北渡失败，导致全军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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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定桥坐落在泸定县城西大渡河上， 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桥始建于清康熙 44 年，建成于
康熙 45 年（1706 年）。 康熙御笔题写“泸定桥”，并立
御碑于桥头，桥长 103 米，宽 3 米，13 根铁链固定在
两岸桥台落井里，9 根作底链，4 根分两侧作扶手，共
有 12164 个铁环相扣，全桥铁件重 40 余吨。 两岸桥
头堡为木结构古建筑，风貌独特赤我国国内独有。 自
清以来，此桥为四川入藏的重要通道和军事要津。

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在这块热土上，承载着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波蓝壮阔的革命史， 艰苦卓越

斗争史和可歌可泣的光荣史。
这是一块英雄的土地，中国工农红军 22 勇士的

英雄事迹铭刻在不朽的丰碑上。
这是一片辉煌的土地，“磨西会议”、“飞夺泸定

桥”，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写下了“历史转折，出奇制
胜”的点睛之笔，被誉为“十三根铁索托起共和国”。
这是一片大美天成的土地， 深厚的革命历史文化造
就了泸定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在这里你可以放声吟唱毛泽东主席的壮丽诗句
“大渡桥横铁索寒”；还可以去红色古寨岚安，瞻仰无
名英雄烈士墓、 康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医院
遗址，缅怀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也可登上天堑二郎
山，追寻“英雄十八军”的瑰丽传奇……

泸定是红军文化与红色旅游资源的富集区，是
全国 12 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之一，红军飞夺泸定桥纪
念馆等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毛泽东曾说 ，飞夺泸定桥是他一生中的 “得意
之笔”。 他曾在《长征》中有，“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
渡桥横铁索寒 。 更喜岷山千里雪 ， 三军过后尽开
颜。 ”的不朽诗句。 而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在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到：长征
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 而飞夺泸定桥
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昼夜兼程二
百四，猛打穷追夺泸定。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
留英明……”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飞越大渡河 》，
唱红了大江南北。 （下转第四版）

英雄名城 红色泸定
———写在纪念红军飞夺泸定桥胜利 80周年之际

95岁的十八军老战士撰文纪念红军飞夺泸定桥 80周年
红军回来了

■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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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红军飞夺泸定桥 80
周年的时候， 重温毛泽东主席教
导的“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
呢？我们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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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12 个月
光阴中间， 天上每日有几十架飞
机侦察轰炸， 地上有几十万大军
围追堵截， 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
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两只脚，
长驱 2 万余里，纵横 11 个省。 请
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
吗？ 没有，从来没有的。 长征又是
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
英雄好汉。 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
狗蒋介石等辈是完全无用的。 长
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
堵截红军的破产。 长征又是宣传
队，它向 11 个省内两万万人民宣
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
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
的民众怎么会如此迅速的知道世
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支队伍呢？
长征又是播种机， 它撒布了许多
种子在 11 个省内，发芽、长叶、开
花、结果。 将来会有收获的。 总而
言之，长征是用我们的胜利，敌人
的失败的结果而结束。 谁是长征
的胜利者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
党， 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长征的伟大意义，是在于对
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长征的精
神是我们战胜困难， 取得胜利的
宝贵精神财富。

回想 1950 年初， 十八军接
受了光荣而艰苦的进军和解放
西藏的任务，我们五十二师吴忠
师长和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
率领北路先遣支队于 3 月 29 日
从乐山出发 ，4 月 28 日到达甘
孜。 甘孜地区的格达活佛得知这
一消息后，于 5 月 4 日专程从白
利寺赶来看望吴忠师长和天宝
委员。 吴忠师长原来是红四方面
军的一名“红小鬼”，天宝委员是
从阿坝参加红军的藏族人 ，在
1936 年曾到过甘孜，对甘孜地区
的人民和山水都有特殊的感情，
对于格达活佛是早已熟知，因为
在 1936 年 5 月 5 日， 甘孜成立
了博巴苏维埃政府，格达活佛担
任该政府的副主席，在此期间他
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交
往甚密，从中学习到许多革命道
理，所以，当格达活佛得知我军
到达甘孜后， 由于公路不通，运
输困难，部队随身携带的粮食已
经吃完，全靠挖野菜、捕捉田鼠、
麻雀充饥。 还依然遵守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不侵犯藏族群众
的一点利益，而且为藏族群众做
了许多好事，便主动动员甘孜地
区的人民出动牦牛、骡马，为我
军运输，这对于缓解先遣支队严
重缺粮起了很好的作用。 紧接着
5 月 6 日， 吴忠师长和天宝委员
到白利寺专程回访格达活佛，格
达活佛拿出朱总司令的一张照
片和 1936 年由 “中国工农红军
珍藏在释迦牟尼塑像背后的布
告”。 然后和吴忠师长、天宝委员
亲切的谈起了往事。 格达活佛
说：“我真想念朱总司令。 当年朱
德总司令率领红军离开甘孜北
上抗日时， 曾对我说：15 年后还
要回来。 果然 14 年你们就回来
了，朱德总司令真是一位活菩萨

呀！ ”接着，吴忠师长和天宝委员
向他介绍了中央关于和平解放
西藏的方针政策， 他非常赞同。
为了减少解放西藏的阻力和避
免不必要的战争，格达活佛经过
反复考虑后，主动请缨去拉萨向
西藏的达赖喇嘛和地方政府宣
传中央的方针政策，劝说西藏地
方政府同中央进行和平谈判。 经
过报告西南局和中央批准。 格达
活佛于 7 月 10 日从白利寺出
发，吴忠师长和天宝委员到白利
寺为其送行。 格达活佛一路向僧
俗人民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
西藏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
的模范行动。 不料，却遭到了西
藏上层反动分子的怨恨，于 8 月
22 日在昌都不幸遭毒害身亡。为
此，西南局在重庆、西康、康定、
昌都人民代表会上都为格达活
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到达甘孜的先遣队 154 团
有两个连队就是当年红军的
连队 ，参加过长征 ，所以这支
部队继承和发扬了红军长征
的光荣传统 ，他们在四川反复
学习党的民族政策 、宗教政策
和统战政策 ， 使得人人牢记 ，
并且成为每个同志的自觉行
动 ，到达甘孜之后 ，遇到了粮
食供给严重困难的问题 ，先遣
支队党委号召 ： “为了团结藏
族人民 ，饿死我们也不能违反
政策 ！ ”大家靠 “挖野菜 、捉老
鼠 、捉麻雀充饥 。 ”大家用 “苦
不苦想想两万五 ” 来激励自
己 。 8 月 19 日 ，测量队的行长
勇同志和汪子和到山上放牲
口 ， 捡到 83 块银元和两个银
碗 ， 归还给了 75 岁的失主多
吉德拉 ， 多吉德拉非常感谢 ，
拿出 20 块银元表示感谢 ，被
他们婉言谢绝 ，老人伸出大拇
指一再说 ：“谢谢 ，我从来没有
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 ”我军模
范遵守政策纪律和为人民做
好事的行动 ，使甘孜地区的人

民受到了感动并说 ， “当年的
红军回来了 。 ”我们的部队在
甘孜 4 个多月的时间里 ，藏族
人民送还给我军空投丢掉的银
元 、大米 、猪肉 、茶叶等物资有
几十次之多 。 还卖给我们 10
多万斤粮食 ，使我们渡过了粮
食困难的危机。 一天一位叫格
洛的藏族青年捡到我们部队 3
连宋茂之丢失的卡宾枪 ，送交
给吴忠师长 ，吴师长送他 5 块
银元和 30 斤大米来表示感谢。
这些军爱民 、民拥军的故事在
甘孜地区传为美谈。

红军在离开甘孜地区时，留
下 208 名伤病员，由于国民党军
队和当地反动势力的追捕，一些
伤病员的处境十分危险，格达活
佛凭借他在宗教界的地位和威
望与各地寺庙及土司和头人联
系， 将这些红军伤病员掩护起
来。格达活佛还促成了红军伤病
员陈少林和他妹妹益喜拉姆的
婚姻。尤其是被格达活佛保护下
来的周大兴，于 1950 年 6 月初，
由邓柯回到人民解放军 154 团
工作。他为人忠诚、朴实，担任翻
译工作，积极认真，又能联系群
众，尤其是在宣传党对于和平解
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方面，起到了
很好的作用。他和部队到金沙江
以西去侦察敌情，同敌人作战时
机智勇敢。当他听到格达活佛被
害的消息后，万分悲痛。 但在昌
都战役大迂回的任务中，翻越一
座大雪山时，因为劳累和心脏病
发作，而不幸病故，未能实现他
的志愿而遗憾终生。

就是这支部队， 建师 60 多
年来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
在西藏 20 多年的艰苦奋斗中，
铸就了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为核心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
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
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

(此文为魏克亲自授权本报登
载，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红军后代和原第十八军官兵代表，飞夺泸定桥二十二勇士亲属代表在纪念碑前合影。

魏克讲述 65 年前经过泸定桥的情景。

■本报记者 陈杨 文/图

5 月 28 日晚， 我在泸定桥宾馆的房间再次见到
时任十八军五十二师宣传科长魏克（魏老）。 记得上
次和魏老见面是在三年前的省藏研中心， 每当讲到
原十八军进藏时的情景，他总是娓娓道来，让人不由
得想起过去那支穿越过甘孜大地的有纪律、 受人尊
敬的队伍。

今年是红军飞夺泸定桥胜利 80 周年。 在魏老的
房间里，他回忆起 1950 年经过泸定桥的情景，并翻

出照片对我说， 当年和他合影的许多就是设计进藏
公路的战友。 当年，虽然修通了泸定桥，进一步方便
了内地和藏区交往， 但藏区通往内地的道路仍是那
样艰险；十八军战士克服了千难万难，终把川藏公路
修通，为藏区人民带来了福祉，为藏区人民带来了幸
福生活。

魏老说，十八军进藏时十分重视群众工作。 过去
藏族老百姓被国民党压迫至深， 因此当时藏区流行
一句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但这
句话在红军长征和十八军进藏期间被彻底打破。 十
八军进藏经历了许多困难， 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吃
的，但官兵对待老百姓非常好，从不扰民，自己挖野
菜、捉田鼠和麻雀充饥，遇到藏族老百姓有困难，官
兵还十分乐意帮助解决。 老百姓纷纷说，红军又回来
了，是藏区人民的活菩萨。

十八军战士常常帮藏区群众打青稞、 背水、修
房、修路，和当地藏族百姓建立了深厚感情。 一次几
名部队官兵乘坐木筏在雅砻江不幸侧翻， 大家都掉
进了江中，是当地老百姓奋勇救助。 藏族百姓十分喜
欢枪，但捡到官兵掉落在江边的枪却主动上缴。

只要 心 中 装 着 老 百 姓 ，老 百 姓 心 中 也 会 装
着干部 。 魏老用事实深刻诠释了开展群众工作
的重要性 。

胡昌升与嘉宾参观展陈提升后的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

只要心中装着老百姓
老百姓心中也会装着干部

———魏克谈群众工作

张国华将军之子张小军在纪念活动中讲话。杨成武将军之子杨东明在纪念活动中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