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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以泸定桥精神传播为例
◎张志君

仰之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年的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审查
历史。的确，当时的历史真的是“廿二勇
通过的舞蹈《飞夺泸定桥》。从此开始,
【内容摘要】本文从“泸定桥 士成与败”关乎到“数万红军兴或亡”， “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以艺术的方式在国
精神的由来”切入，描摹了泸定 正是因为有了这段真实的历史，才在此 际上得以传播。这一时期的传播特点是
“手中之竹”
的跨越国界化，
使得
“飞夺泸
桥故事的传播变迁与传播变异， 基础上产生了“泸定桥精神”。
定桥”的故事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集体
二、飞夺泸定桥故事及其精
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指
记忆，而且也成为了世界许多国家相关
神的传播变迁与传播变异
民众关于红色中国的一种集体记忆。
出了对于包括但不限于“飞
清代著名文学家郑板桥曾经在一
四是领袖题碑肯定阶段。对应的
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历史的集
篇文章中写道：
“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 时间起点是 1985 年，这一年的 5 月,中
体记忆面临被解构乃至颠覆的 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 共四川省甘孜州委、州政府、军分区在
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 泸定隆重举行红军飞夺泸定桥 50 周
危险绝不应掉以轻心，
并且
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
年纪念大会和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奠基
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提出 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 仪式,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为
了在全新复杂语境中赓续红色 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 纪念碑亲笔题写了“红军飞夺泸定桥”
记忆的相关传播策略建议。主要 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这段话虽 的碑名。聂荣臻元帅亲笔为纪念碑撰
然说的是画竹，但用来理解历史事件和
写了碑文,高度肯定了“飞夺泸定桥”
包括：
“从单一的传统媒体
历史记述之间的关系也无不可。泸定桥
的历史意义。
当然，就像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传播向多媒体传播乃至泛 故事及其精神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也经
历了由“院中之竹”
（历史事件）到“胸中
一样，在泸定桥故事的传播过程中也
媒体传播转变”
“ 从单次传播向
之竹”
（历史感悟）再到“手中之竹”
（历
逐渐出现了一些刺耳的杂音。其中一
多次传播乃至 N 次传播转变” 史记述）的过程。
个来自一个旅居英国的华人张戎，她
在笔者看来，泸定桥故事的传播至
在一本出版于英国的书中说，泸定桥
“从表层传播与深度解读分
少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变迁阶段：
战斗“是完全的编造，红军到达时那里
离 向 表 深 结 合 的‘ 轻 深 传
一是萌芽及区域传播阶段。对应的
根本没有国民党军队”。另一个据说来
播’
转变”
等。
时 间 起 点 是 1935 年 。1935 年 5 月 29
自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
日，
长征中的红军惊险奇绝地夺取了泸
基的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布热津
【关键词】泸定桥精神；集体
定桥，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斯基也说过容易让不怀好意的人对飞
记忆；传播策略；
轻深传播
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的
夺泸定桥产生负面联想的话。
彭加伦以一篇题为《飞夺泸定桥》的短
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政
文记述了这段战事，收录在 1937 年 2
治“两面人”鲁炜主政国家网信办期间
月于延安编成，1942 年正式出版的《红
的不作为，使得网络一度成为了有害信
军长征记》中。这一时期的传播特点是
息和虚假信息的“避风港”和“化外之
一、泸定桥精神的由来
当事人通过一番“胸中之竹”的酝酿，将
地”，对于包括但不限于“飞夺泸定桥”
1935 年 5 月下旬，数万红军突破国 “院中之竹”变成了一种“手中之竹”，这
在内的红色历史进行解构乃至颠覆的
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围追堵截，艰难跋涉
种“手中之竹”由于种种原因，只能在有
歪风邪气一度甚嚣尘上，
“泸定桥故事”
到了大渡河边，当时的情形是，前有波
限的物理空间内以有限的传播载体（书
的传播出现了让正义的人为之心痛的
涛汹涌、水流湍急、难以逾越的天险大
籍）进行传播，而且这些传播具有来自
可怕变异。流传了几代的包括但不限于
渡河，后有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军
不同的传播主体但却指向同一内容的 “飞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历史的集体
队，形势可谓万分危急。蒋介石南昌行
多种信源的特点。
记忆面临被解构乃至颠覆的危险。
营秘书长杨永泰在当时曾多次预言朱、
二是面向全国大众传播阶段。对
三、对于包括但不限于“飞夺
毛将成为“石达开第二”。值此危急存亡
应的时间起点是 1955 年。1955 年，为
泸定桥”在内的红色历史的集体
关头，值此危急存亡关头，廖大珠等 22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20 周年，人民出版
记忆面临被解构乃至颠覆的危险
位红军勇士在一昼夜急行军 240 华里
社以《红军长征记》为主题编辑出版了
基本没有休息的情况下临危受命，冒着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绝不应掉以轻心
敌人的枪林弹雨，在已经被敌人抽去了
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在《定庵续
广大读者才知道了彭加伦以“飞夺泸
桥板且放火焚烧的泸定桥上与敌军拼
定桥”命名记述的长征时期发生的这
集》卷二《古史钩沉二》曾经一针见血地
死搏杀，在战友们的配合下，击溃守军
指出：
“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
个故事。其后，相关故事被收录进各种
两个团，飞夺泸定桥，创造了人类战争
版本的中小学教材中，面向数以亿万
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
史上在没有空中力量和水上力量配合
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这段话
计的读者进行传播。这一时期的传播
下的一个勇夺天险的奇迹。
特点是“手中之竹”的组织传播化，尤其
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说：要灭亡别人
83 年后的 2018 年 5 月 29 日，笔者
的国家，必定要先毁去他们的历史；破
是收入教材，在全国范围的中小学进行
应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的邀请，前往
相应的组织传播，使得泸定桥故事和在
坏别人的建筑，败坏别人的社会秩序和
泸定桥所在的四川省泸定县参加“红军
法纪，必定要先毁去他们的历史；埋灭
其基础上生发出的泸定桥精神成为绵
飞夺泸定桥精神研讨会”，并到现场实
延几代人的一种“集体记忆”。按照法国
别人的才能，废除别人的教化，必定要
地凭吊，怀着崇敬的心情，现场口占一
先毁去他们的历史。
“去其历史”乃是所
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首《满江红》词：
“ 大索横河，凭吊处，心
Halbwachs）的说法：
“集体记忆是在一
有心怀叵测的人最常用的手段。上个世
潮激荡。抬望眼，目极远眺，恍回沙场。 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
纪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之所以发生巨
廿二勇士成与败，数万红军兴或亡！非
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
变，原因很多，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夸张，有翼王前鉴，人心伤。瑞金殇，永
是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三是国际传播阶段。对应的时间起
难忘。东洋恨，何时偿？！党指引，纵火海
点是 1964 年。这一年的 9 月，中国人民 “自废武功”，主动放弃对包括但不限于
不彷徨！壮志勇克地形劣，气势令敌心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苏共中央电
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以中国民族艺
胆丧！应笑慰，自有后来人，响当当。”词
术团的对外名义出访蒙古、苏联、匈牙
视台等主流媒体的把控，积极配合以美
虽不工，甚至可能不一定合乎古律，但
国为首的西方“去苏联历史”，大肆丑化
利、
罗马尼亚、
阿尔巴尼亚、
缅甸六国，
进
却道出了笔者当时对于革命先辈的敬
行交流演出。演出节目中就包括经时任
革命领袖斯大林甚至列宁，在戈尔巴乔

夫的默许下，斯大林被描绘成“恶魔”，
列宁也成了“无赖”，苏联历任领导人似
乎都是“问题领袖”，整部苏联历史从头
到尾除了罪恶还是罪恶。结果使得世界
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变了颜色。
曾经是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利
加乔夫就此写道：
“ 颠覆文章犹如狂涛
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
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
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
只是阴暗的污点……这种不公正的、
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
和刺激了社会气氛。”
无独有偶，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
上的当下，除了在经济上动辄威胁加增
进口关税等贸易手段之外，那些一直怎
么看中国都不顺眼的敌对势力肯定不
会放弃任何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
会，对于包括但不限于“飞夺泸定桥”在
内的红色记忆进行解构乃至颠覆应该
是他们所乐于见到甚至非常愿意亲力
亲为的——笔者这样说可不是像有些
所谓的“公知”所冷嘲热讽的那样，是什
么“愤青情结”，而是实实在在有“公知”
们顶礼膜拜的“歪果仁”，而且还是顶级
的“歪果仁”的话为证的：曾任“美国之
音”台长的杰弗里·科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就曾经指出，
“冷战”后“美国之音”
的首要任务就是颠覆共产党及极权国
家。联系到近年来不断有人用充满恶意
的调侃语气恶搞包括但不限于邱少云、
董存瑞等在内的革命先烈以求博得更
多的点击率和关注度，联系到刚一上台
执政的台湾民进党当局就急于修改台
湾地区中小学历史教材，急火火地“去
中国化”，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不
能也不应对于那些对包括但不限于“飞
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记忆进行解构乃
至颠覆的行为掉以轻心，否则的话，就
是对那段历史的亵渎，就是对于影响了
几代人的集体记忆的亵渎！

外面的声音再多再杂，只要管住“把关
各种资讯的海量供给，一方面则是相关
人”，就可以确保导向不出偏差。而基于
资讯的鱼龙混杂，
泥沙俱下，
出现了大量
数字化的互联网传播则在问世之初就
的
“羡余”
信息。
所谓
“羡余”
在中国古代原
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点，当“老革命” 本只是一个普通名词,引进西方的信息论
遇上“新问题”的时候，就有必要做到并
之后,“羡余”
（edundancy）成了信息编码
且做好从单一的传统媒体传播向多媒
术语,被用来指称多余的信息成分。
在我
体传播乃至泛媒体传播的转变，变“领
看来，这些多余的信息成分至少包括两
导时尚”为“引导时尚”，相关主体要适
种，
一种是无益无害的信息，
一种是有害
时地将自己的角色从高高在上的“管理
无益的信息。
无论是分辨哪一种
“羡余”
信
者”调整为与广大网民打成一片的“参
息，
都需要具备一定相关知识的熟悉互联
与者”，不断累积自身的公信力和影响
网思维和新媒体表述的相关行为主体，
及
力，从而变“要他信”为“他要信”，变“要
时伸出援手，帮助不甘居于下游的网民
他传”为“他要传”。仅以“泸定桥精神”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传播为例，就可以借助经典的“议程设
如果说“轻奢代表一种文化素养”，
置”理论，以普通网民的身份在互联网
那么，
“轻深传播”代表的则是一种对于
上开展包括但不限于“什么是泸定桥精
相关历史和文化的积极负责任的精神。
神”等的相关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既
这方面有很多鲜活的范例，同样是传播
发动了网民，引发他们对“泸定桥精神” 红色记忆，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的《苦
的正向关注，又可以因势利导对网民进
难辉煌》，就广受包括网民在内的读者
行相关引导，从而达到“春风化雨”
“润
们的欢迎甚至追捧，据媒体披露，截至
物无声”的成效。
2012 年 2 月,该书就已连续印刷 30 次,
二是从单次传播向多次传播乃至
累计印数突破百万册,成为一部“叫好
N 次传播转变。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
又叫座”的书籍。11《苦难辉煌》之所以
的记忆是人脑对经历过的事物的识记、 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在我看来，很
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
重要的一点就是采用了“轻深传播”的
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对事物的识记
方式进行了以往很少有人尝试过另类
有些通过一次感知后就能达到，而大部
红色文化传播。
分内容则需要通过反复感知，使新的信
五、
“ 轻深传播”关键应该把
息与人已有的知识结构形成联系才能
握好的几个度
成。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
会吟”，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的
“轻深传播”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
却不容易。
关键是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度。
都是许多事情并不能
一蹴而就，必须不断重复才能达到
一是“程度”。
“轻”和“深”都具有相
对性，何者为“轻”？何者为“深”，往往是
预期。在传统媒相对比较简单的语境
中，红色记忆的传播有可能一次传播，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众传播不可能
做到让所有人感到满意，只能寻找最大
终生不受影响。但是，在新媒体传播的
复杂语境中，想要依靠一次传播就使得
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就是“度”，理
想的“轻”应该是通俗而不庸俗，轻松而
相关传播对象印象深刻，这恐怕是过于
理想化了。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借助各
不轻薄，理想的“深”应该是深刻而不故
作深奥。
种媒体，调动各种手段，反复进行多次
传播乃至 N 次传播，以期对相关对象产
二是“角度”。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
界乃是一个立体的世界，每一个人、每
生不断的刺激，使得他们不断强化对于
四、全新复杂语境中红色记
包括但不限于“飞夺泸定桥”在内的红
一件事都是一个多维体，从不同的角度
忆如何赓续
观察可能有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
色历史的集体记忆。
全新复杂语境中红色记忆的赓续
著名历史学者，畅销书《秦谜》的作
的观察结果，关键是找到别人没有找到
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新中国立国之基，关
者李开元先生有一个说法，叫作“3+N
的角度，倘若找到了这种角度，基本上
系到新中国不重蹈“苏东剧变”覆辙，确
的历史世界”。他认为，史实是第一历
就等于向成功的路上迈进了一步。金一
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抛头颅洒热
史，是存在过的往事；史料是第二历史， 南的《苦难辉煌》之所以受到追捧，很重
血打下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是古人留下的讯息；史书是第三历史， 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把“苦难”与“辉煌”
的大问题。
这两个看似不搭界的词语组合在一起，
是基于史料的论述。在这三个基础上衍
由于基于数字化的互联网技术的
生出来的历史作品，
则属于
“N”
。
为红色历史的文字传播的创新性叙事
日新月异，红色记忆的赓续面临前所未
就“泸定桥精神”等红色记忆的传
找到了一个新的角度。
有的复杂语境。为了确保红色记忆的赓
播而言，除了借助各种大众传媒之外，
三是“向度”。在泛媒体时代，单向
续，笔者认为，相关传播至少应做到并
传播极有可能会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还可以借助李开元先生所说的“第二历
且做好以下几个转变。
史”也就是各种史料，通过重新建构特
因为每个行为主体往往都“一体而多
一是从单一的传统媒体传播向多
定的物理空间即展览馆或纪念馆开展
构”，既是客体又是主体，既是手段又是
媒体传播乃至泛媒体传播转变。包括但
相关陈列进行传播，相信肯定也会收到
目的。在这种语境中如想确保红色文化
不限于“飞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历史
的成功传播，就必须考虑传播的向度，
一定的效果。
的集体记忆以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三是从表层传播与深度解读分离
通过巧妙的互动环节设计将传播队伍
内是通过相对单一的传统媒体进行传
向表深结合的
“轻深传播”
转变。
“轻深传
做大，把每一个潜在的受众都变成显在
播的，无论是早期的书籍载体，还是后
播”是笔者仿照“轻奢风”
“轻奢品牌”等
的传播者，这其实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来的报刊、广播、电视载体，这些媒体或
当年一再强调的“所谓政治就是把我们
提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其意是指介于
载体虽然介质不同，但至少有一点是相 “表层”与“深度”之间的一种传播样态。 的朋友变得多多的”的当下含义。
同的，那就是都属于“把关人”基本可以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传播
（作者系中国教育电视台副总编辑兼
由主流话语层进行把控的平台，就算是
环境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态势，一方面是 《教育传媒研究》编辑部总编辑、
研究员）

从红色符号到红色基因看泸定桥精神的提炼与传播
◎张学琴

【内容摘要】长征精神是中
国共产党伟大精神谱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红军飞夺泸定桥是
长征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战斗之
一，并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泸定桥精神从红色文化的内涵
与外延符号视角来看，具有长征
精神的共性，同时具有自己独特
的个性，对当下社会的发展具有
极大的正向激励作用。
【关键词】红色符号；红色基
因；
泸定桥精神

从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历史到“泸定
桥精神”的内涵提炼，是一个红色文化
从载体到符号的转化过程。

一、红色文化符号化的实践
在井冈山，街道、场馆和主要的标
志性建筑上，都有一个红色的火炬符
号，象征着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正是
源自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科学判断：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典型的标
识设计是井冈山精神的凝聚，更是井冈
山红色文化传播的符号，不仅营造了红
色氛围，同时，传递出井冈山革命史的
特有意义和独特地位。
同样，在贵州的苟坝会议会址，通
往革命纪念馆的道路旁，则是把路灯设
计为“一杆步枪着一盏马灯”，一方面寓

意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革命思想，另一方面则是再现了一个
历史事件，即长征中毛泽东曾经在苟坝
这里的一个晚上，提着马灯前去找王稼
祥商议相关的军事部署。同时，纪念馆
还专门设立了红军马灯展览室，收集了
红军当年曾经使用过的各种马灯，以承
载历史、传承精神。
在红色文化的传播上，符号是主要
的载体与介质，能够在编码和译码的转
化过程中，形成特定的文化意义。符号
学和文化研究学派认为：
“ 一切的文化
事物都在传达意义，而所有的文化实践
都透过符号来衍生意义。”红色符号源
自于革命历史实践，同时，在进行红色
文化传播的时候，降低了传播的成本，
提升了传播效率。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和纪念馆
的设立，也正是红色文化传播的符号化
过程。1935 年 5 月 29 日，刘伯承在泸定
桥头，对聂荣臻和杨成武说：
“ 泸定桥，
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
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
了！”
“革命成功以后，应该在这里，竖一
个碑，记下战士的不朽功勋。”
聂荣臻回答说：
“对！
我们胜利了！
全国
革命胜利后，
要在这里造一座纪念碑，
纪念
我们的烈士，
让子孙万代永远记着他们。
”
1935年5月30日，
毛泽东、
朱德和周
恩来等人到了泸定桥头，
毛泽东感慨万千
地说：
“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老总
也不是
‘石达开第二’
，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又打错了！
”
走到桥中间，
他对随行的警卫
员阙中一说：
“应该在这里竖一块碑。
”
1985 年 10 月 18 日，
“红军飞夺泸定
桥纪念碑”落成，邓小平亲笔题写碑名，
聂荣臻撰写碑文。碑文中写道：
“强渡大
渡河和飞夺泸定桥成功，打破了蒋介石

妄图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反革命
梦想，是红军长征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
大胜利之一，这再次体现了我英雄红军
无限忠于人们革命事业的大无畏精神。
红军的功勋永垂不朽！
红军精神万岁！
”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由红军雕
塑和抽象的铁索符号构成，高高矗立在
纪念馆的中央，令游客在瞻仰的时候，
感受到铁索的威力和红军的力量，正是
毛泽东“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
索寒”一诗的形象呈现。
立碑是对红色文化纪念的符号化
的实践，使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战斗
和重要人物，能够凝聚在一个载体中，
从而承载记忆与精神，
以影响后世。

二、泸定桥精神与长征精神
的内在逻辑
“红军长征在四川，
是中国革命史和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的一页。
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理会议、
两河口会议、
芦花会议、
沙窝会议、
毛儿盖会议、
巴西两次会议和
其他许多重要会议都在四川境内召开。
”
红军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在四川
最为激烈、
最为惊心动魄的战斗。
长征中
的疲惫之师，
在接到命令后，
急行军 240
里路，
面对天险大渡河，
能够在极其危险
的铁索桥上，
奋勇冲锋，
没有坚定的共产
主义理想和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是
做不到的。
其
“奇绝惊险”
驰名中外，
显示
了红军坚定理想忠诚信仰的革命精神
和攻坚克难、
敢于牺牲的担当精神。
精神的提炼是对特定历史、特定
文化、特定信念的一种总结性表述，使
丰富的内涵能够在凝练的传播中被人
们 广 为 接 受 和 认 识 ，比 如“ 井 冈 山 精
神”
“延安精神”等。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的历程中已经
形成了自己的伟大精神谱系，正如中央

文献研究室的陈晋所说：
“ 从历史和实
践的角度讲，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由
一个个鲜明具体的‘坐标’组成，进而形
成了一个可以长久涵养后人的‘精神谱
系’。这个精神谱系炫目多彩，前后相
接，多以地点、事件或代表人物命名，已
经或正在命名的就有 30 来种。诸如，命
时期，有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
神、长征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
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
长征精神就在这个精神谱系里
面。党的精神的形成，有其组成元素和
关键概念，陈晋认为，延安精神的组成
概念是“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张思德
精神+南泥湾精神+白求恩精神”。也
就是说，延安精神是由这几种精神作
为组成元素形成的，每种精神的内涵
必然有几个特定的概念。
同理，长征精神与红军飞夺泸定桥
精神存在着整体与部分的逻辑关系。
对于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进
行了提炼，认为长征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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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定桥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
成部分。一方面具有长征精神的共性，
另一方面又有它的个性，是整体与部
分的逻辑关系。

斗争，常常是棋高一招，出敌意外。这是
出了“夺关”，指出了飞夺泸定桥攻坚克
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
难的艰险。
因此，
泸定桥精神其中第二个
军，有敌人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政
红色基因，便是“争当先锋，摧坚夺关的
治素质和机动灵活的战术素养，特别
担当精神”
。
杨成武后来回忆飞夺泸定桥
是我军指挥员那种无限忠于党、忠于
的历史说：
“这一夜的行军，真说得上是
人民、忠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牺牲精
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
神，所以有时能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
进。
”
二十二勇士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战
旗，重结必胜之果。”这其中所体现的正
斗堡垒的作用，
能够冲锋在前。
正是怀着
是一个党一支军队的政治信仰与价值
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
敢于牺牲，
最终
取向，因此泸定桥精神第一个红色基因
冲破桥头大火，
勇士们才夺得泸定桥。
这
便是
“坚定理想，
忠诚信仰的革命精神”
。 其中便是泸定桥精神的第三个红色基因
《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 “不畏牺牲，
志在必胜的勇士精神”
。
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
红军行至泸定，前有堵截，后有追
写道：红军在征途中一天一夜步行 240
兵，二郎山险峻，大渡河水流湍急，在铁
里。于是一项世界陆军徒步行军的纪录
索桥上没有木板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们
由此诞生了。毛泽东对此给予了热情的
能够一边射击一边铺桥，并且相互配
赞扬：
“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
合，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奋力前进，可
披靡，
有这样的红军战士，
我们还有什么
以说靠着出色的战役指挥和各部队的
克服不了的困难！
”
毛泽东突出了
“摧坚”
， 密切配合。这其中的红色基因便是“通
以之可以形容“飞夺泸定桥”的力破万
途开路，
紧密协作的团队精神”
。
难；朱德在许多年后撰写泸定桥的回忆
（作者系四川警察学院舆情研究中
对联，
仍旧写
“万里长征犹忆泸关险”
，
突
心副研究员、
博士）

三、泸定桥精神所蕴含的红
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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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元帅说：
“ 我们和国民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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