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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风

（一） 长征过去80年了 ， 为什么这么多
人在谈论长征、 抒写长征？ 为什么还有人重
走长征路？ 为什么我们还要纪念长征？

1934年8月7日， 红六军团告别湘赣革命根
据地， 拉开长征大幕 ； 10月17日 ， 八万多中
央红军会聚于都河畔， 浩荡西移； 11月16日，
红二十五军冲出大别山的巍巍密林； 1935年3
月， 早已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跨
过嘉陵江； 1935年11月19日， 军号声划破了湘
西刘家坪傍晚的宁静， 红二、 六军团集结出
发……

“一送红军下了山 ， 秋风细雨缠绵绵 ”。
谁也没有想到， 在两年多时间里 ， 四路大军
从红土地到黄土地， 从江南大山到黄土高坡，
一走就是数万里的远征； 也没有人料到 ， 这
场惊心动魄的战略转移， 虽然付出了极大的
代价， 仍然以红军的胜利告终 ， 让几乎身陷
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转危为安 ， 让
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我们这个世纪中还没有什么其他事
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 也没有什么
事件像它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
来。” （索尔兹伯里）

长征属于中国， 但长征精神已走向世界。
80多年来， 不同国家 、 不同职业 、 不同思想
立场的人们， 对长征的解读从未停止 ， 藉此
寻找人类精神的 “密码”。

长征 ， 究竟蕴藏着什么样的伟力 ？ 80年
后的今天， 我们该如何与之对话 ？ 站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入口处， 回望那段融入民族
血脉的英雄岁月， 我们该汲取什么 ？ 传承什
么？ 我们该怎样走向远方？

（二 ） 长征是一座信仰的丰碑 。 正是因
为 “革命理想高于天”， 使红军将敌人眼中的
“流徙千里， 四面受制 ”， 演绎成 “20世纪人

类的壮丽史诗”。
长征 ， 是险象环生 、 向死而生的壮举 。

仅以中央红军为例 ， 从瑞金出发时的8万多
人 ， 到达陕北时已不足6000人 ； 始终处于流
动状态的红军 ， 爬过18座高山 ， 渡过24条河
流 ， 途经11个省份 ， 占领过62座大小城市 ，
突破10个地方军阀及中央军各路敌人的围追
堵截， 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

为什么 “红军不怕远征难 ， 万水千山只
等闲”？ 是什么魔力将一次危机四伏的被动撤
退， 变为一个开创革命新局的起点 ； 将一段
险象环生的艰难跋涉， 变成一曲气壮山河的
英雄史诗？

是信仰的力量！
信仰什么 ？ 往大的方面说 ， 是信仰马克

思主义， 信仰共产主义； 从感性的方面而言，

是信仰为穷苦人打天下， 是痛恨人间的一切
压迫、 剥削、 不公正 、 不平等 ， 是立志创造
理想的社会、 追求幸福的生活。

1935年2月， 中央红军在贵州发布 《告黔
北工农劳苦群众书》， 号召建立工农自己的政
权———苏维埃， “最后推翻军阀官僚绅粮反
动统治， 以谋求永远的解放和自由”； 1935年
5月， 朱德在四川发布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提出红军的目标是 “真正平等自由 ， 再不受
人欺辱”。 “平等”、 “自由 ”、 “解放 ”： 这
既是红军的理想， 也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终
极价值， 是值得付出一切代价来追求的。

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实录中感叹 ：“共产
党， 红军， 他们确实有他们的信仰 ， 共产党
信仰他的主义。 信仰就是力量啊。”

信仰的力量 ， 彰显于湘江阻击战中以一

当十的浴血奋战， 映现于飞夺泸定桥时寒气
逼人的根根铁索， 表达于雪山草地与极寒死
神的殊死抗争。 这种力量， 体现在每一位指
挥员、 每一名党员、 每一名战士身上。

“男儿到死心如铁”， 陈树湘被俘后断肠
自尽， 方志敏就义前笑对屠刀 。 据统计 ， 红
军长征牺牲的营职以上干部400余人， 师级以
上干部80余人。

普通战士牺牲的更多 。 从瑞金出发到陕
北平均每走1公里 ， 就有4名红军战士死亡 ，
大约每12人中只有1人走到了陕北 。 泸定县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 广场上肃穆竖立着
22根方柱， 代表着当年飞夺泸定桥的22位勇
士， 但仅5根柱子上刻着名字， 其他17位勇士
成了湮灭于历史中的 “无名英雄”。

姓名虽灭， 理想不朽， 信仰永光。
（三 ） 长征 ， 是一场超越人类极限的挑

战， 战斗之频、 河山之险 、 给养之难 、 病疫
之侵、 霜雪之冷， 考验着红军官兵的意志与
生命力。

（下转4版）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在第三个国
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全国脱贫攻坚
奖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设立全国脱
贫攻坚奖，表彰对扶贫开发作出杰出贡献的
组织和个人，树立脱贫攻坚先进典型，对动
员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具
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向全国脱贫攻坚奖首批获奖者
和全国扶贫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示

热烈的祝贺。 他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一个标志性的指标
是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完成这一任务，
需要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战，需要
各级扶贫主体组织推动，需要社会各方面真
心帮扶，需要不断改革创新扶贫机制和扶贫
方式。 要广泛宣传学习先进典型，激励全党
全社会进一步行动起来，激励贫困地区广大
干部群众进一步行动起来，形成扶贫开发工
作强大合力，万众一心，埋头苦干，切实把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落到实处，不断夺取脱贫
攻坚战新胜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作出批示指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
努力。 多年来，全国涌现出一批批生动感人的
扶贫先进典型，在带动和帮助群众脱贫致富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谨向“全
国脱贫攻坚奖” 获得者和扶贫系统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祝贺！ (下转2版①)

习近平对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万众一心 埋头苦干
切实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落到实处

李克强作出批示

湖南日报评论员

今天，是我国第三个“扶贫日”。 这是以国
家名义，向全社会发出“扶贫建功，你我同行”
的动员令。

脱贫攻坚战已到了攻坚拔寨的冲刺阶
段，但扶贫开发犹如滚石上山，越往后难度越
大。 近年来，湖南把脱贫攻坚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 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3年来累计减
贫361万人，贫困发生率降到7.84%。 但全省还
有445万农村贫困人口 、8000个贫困村 、51个
贫困县，而且大多是交通不便、生存条件差的
“硬骨头”，许多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我们
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
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决不能落
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扶贫建功，你我同行”，其时已迫。 当前，

有能力、有意愿参与扶贫济困的民营企业、社
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越来越多， 也需要一个平
台来释放社会扶贫的巨大潜力， 来凝聚方方
面面参与扶贫的巨大能量。 国家设立 “扶贫
日”，就是为了动员更多的力量，调度更多的
资源，唤起更多的关注，推动形成崇德向善、
富而思源、富而帮困的强大合力，营造全社会
关注扶贫、支持扶贫、参与扶贫的良好氛围，
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扶贫开发的工
作格局，共同向贫困宣战。

“扶贫建功 ， 你我同行 ”， 其势方殷 。
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吹响以来， 我省社会各
界积极响应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号召， 主动
参与脱贫攻坚， 勇于担当、 甘于奉献， 涌现
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敬的扶贫人物， 为我省扶
贫开发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下转2版⑤)

扶贫建功 你我同行

精神贯日月 接力新征程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今天是我国第三个“扶贫日”。 国家将每
年10月17日设立为全国扶贫日， 旨在动员引
导全党全社会力量关心贫困群众、 支持贫困
地区、参与扶贫济困，以更强大的合力、更扎
实的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 湖南深入贯彻中
央决策部署，举全省之力、集全民之智，把脱
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
有效构建了脱贫攻坚政策支撑体系， 组织实
施了“脱贫攻坚七大行动”，着力推进了“七大
扶贫工程”，形成了“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
员促攻坚”的生动局面。全省脱贫攻坚进展顺
利、 来势较好，2015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26
万人，今年减贫预计在110万人以上。

当前已到了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全省脱
贫攻坚任务还十分艰巨， 尚有445万农村贫困
人口、8000个贫困村、51个贫困县。扶贫脱贫犹
如滚石上山，越往后难度越大。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确保到2020年我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与全省人民一道同步实现全面小康，是省委、省
政府向中央立下的军令状、 向全省人民作出的
庄严承诺。我们必须众志成城、攻坚克难，以“但
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责任感、“事
不避难、义不逃责”的使命感、“时不我待、只争
朝夕”的紧迫感，咬定目标，狠抓落实，全力以赴
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确保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必须紧扣目标
任务，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现在，我们
党领导广大人民“脱贫困、奔小康”，是要让广
大人民过上富裕生活，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共
产党人的重大责任和担当。省委、省政府根据
中央决策部署，确定了“到2020年，全省贫困
县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的总体目标，做出了“稳定实现农村贫
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
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部署安排。全省上下要
紧扣目标任务，不负群众期望，积极主动把脱
贫攻坚职责扛在肩上，用更坚强的决心、更明
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更超常的力度，一
鼓作气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决不落下一个贫困地区、
一个贫困群众。

确保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必须抓牢抓实重
点工作，进一步增进贫困群众的福祉。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五个一批”战略思路，是脱贫攻坚
工作的方向和重点， 为我们推进脱贫攻坚提
供了重要路径和基本遵循。省委、省政府按照
“五个一批”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持续推进
“脱贫攻坚七大行动”， 这就是我们必须牵住
的脱贫工作“牛鼻子”。 (下转2版②)

强化责任担当 全力抓好落实
确保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写在我国第三个“扶贫日”
省委书记 杜家毫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许达哲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冒蕞） 10
月15日至16日，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许达哲
赴衡阳市、 永州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并召开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 他强调， 要

认真贯彻“五大发展” 理念， 立足优势， 着
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不断提升对外
开放水平， 护好青山绿水、 擦亮文化名片，
致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

好地惠及人民群众。
副省长、 省政府秘书长向力力参加调

研。
(下转2版④)

许达哲在衡阳永州调研时强调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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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贺佳 周帙
恒）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记、
代省长许达哲在长沙会见了来湘出席金鹰电
视艺术节活动的中国文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
赵实一行。

杜家毫感谢中国文联给予金鹰电视艺术
节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他说，湖南文化底
蕴深厚，广电、出版、演艺等产业发展迅速。金
鹰电视艺术节等知名文化品牌， 有力促进了
湖南文艺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提升了湖南
的知名度。当前，湖南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创作更

多优秀文艺作品， 不断做优做强一批全国知
名文化品牌，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力争打造全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高地， 为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湖南贡献。 希望中
国文联一如既往给予指导和支持。

赵实说， 湖南是文化大省， 文艺人才丰
富、创新因子活跃，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文艺
作品。希望湖南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
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为全国文艺事业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文联副主席、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主席赵化勇，省领导许又声、张文雄、向力力、
欧阳斌参加会见。

杜家毫许达哲会见赵实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贺佳 龙

文泱） 今天晚上， 第十一届中国金鹰电视
艺术节颁奖晚会暨闭幕式在湖南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 省委书记杜家毫， 中国文联党
组书记、 副主席赵实， 省委副书记、 代省长
许达哲，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出席并为获奖
者颁奖。

中国文联副主席、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

会主席赵化勇， 省领导许又声、 张文雄、
黄跃进、 韩永文、 向力力、 欧阳斌出席并
为获奖者颁奖。

美丽金鹰，振翅高飞。 在今晚的颁奖晚
会上，佟丽娅、赵丽颖获得观众喜爱的女演
员奖，王雷、胡歌获得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
郑晓龙凭借《芈月传》获得最佳导演奖，温豪
杰凭借《平凡的世界》获得最佳编剧奖，李雪

健凭借《嘿，老头》和《少帅》两部作品获得最
佳表演艺术奖。而本届最具人气演员奖则由
胡歌、刘涛获得。 此外，《十送红军》《马向阳
下乡记》《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王大花的
革命生涯》《北平无战事》《平凡的世界》《芈
月传》《陆军一号》《破阵》《旋风少女》《嘿，老
头》等11部电视剧获评优秀电视剧。

(下转2版③)

第十一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圆满闭幕
杜家毫赵实许达哲李微微为获奖者颁奖

10月16日
晚， 第十一届
中国金鹰电视
艺术节闭幕式
暨颁奖晚会在
长沙举行。 图
为颁奖典礼现
场。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唐俊
摄影报道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八次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

坚定信心 共谋发展
神舟十一号今日7时30分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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