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6日，綦江区永城镇中华村，游客正在家庭农场体验游玩。
如今，王良精神已成为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龙帆摄

王良故居中陈列的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的张
辉瓒的怀表（复制品）。

位于綦江区永城镇中华村的王良故居。

7月16日，綦江区永城镇中华村，采访团队正在参观王良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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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再走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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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邝西曦：

我经历了一次
里程碑式的采访

在綦江的采访的两天，我被红军
洞的故事深深打动——石壕镇村民
李树清，冒着生命危险将4名红军伤
员隐藏在红军洞中，并对他们悉心照
料。李树清一家人轮流为红军送饭，
并寻找草药敷治伤口。后来，有2名
红军由于伤势过重牺牲，李树清便将
他们掩埋于洞外。新中国成立后，当
地政府将红军遗骸迁葬至烈士墓，但
李树清还是会经常到红军洞，祭奠牺
牲在这里的红军。这是“军民鱼水
情”生动而真实的写照。

实地走访长征路的经历也令我非

常难忘，这在我的采访生涯中，具有里
程碑式的意义。4.5公里的路，我和媒
体同行走了2个小时，虽然疲惫不堪，
但让我明白了“脚上沾有多少泥土，心
中就沉淀多少真情”的真正含义。红
军当年走过的路，比我们今天走的路
困难百倍，这激励着我走好今天的长
征路。

新华社记者李龑：

一代人要走好
一代人的长征路

在红军长征的那个年代，中华民
族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都处于危
急关头。而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
着红军一路向前，为积贫积弱的中国

开创了新的历史局面。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的人民

创造英雄的历史。今天中国的进步
和发展，就是一步一步从长征中走出
来的。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
大力量，穿越时空，跨越民族，激励着
人类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奋斗。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一代人要走好
一代人的长征路。在我们的面前，还
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
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攻
克。今天，我们沿着红军的足迹缅怀
革命先辈、重温伟大远征，是为了深
入挖掘长征故事，大力弘扬长征精
神，深入阐释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和
现实意义，为在新的长征路上，进行
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
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凝聚强大的精神
力量。

光明日报记者刘华东：

重庆的农村人居环境
令我印象深刻

这是我第一次到重庆采访，红军
司务长的故事、走访长征路的经历都
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在采访中，我发
现村民对发生在当地的红军故事耳熟
能详，这让我感受到红军精神的传承
和发扬。

在采访途中，我发现重庆的农
村人居环境十分优美，一座座带有
地方特色的民居坐落在青山绿水
间，令人心旷神怡。农村人居环境
也能看出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动力
和活力，我觉得重庆的农村会发展
得越来越好。

已是盛夏，比此时“山城”重庆的
气温更加火热的，却是再走长征路的
心情。拾级而上，在大片青翠松柏的
掩映下，坐落在重庆綦江区的石壕红
军烈士墓沉默矗立着。我们不约而同
地走上前去，为红军烈士们献上一朵
白菊，点燃一瓣心香。

这里沉淀着长征路途中一段悲壮
感人的故事。跨越历史的烟云，英雄

的精神与气概始终长存。由于时间久
远，当年又事出仓促，故事主人公的姓
名并没有被完整记录下来，但他们的
事迹却在当地代代相传，留给后人无
限的怀念与敬仰。

今年56岁、现居住在石壕镇长征
村的村民杨文树向记者们讲起烈士
墓的主人公之一——一名红军司务
长的事迹。当年司务长牺牲后，正是

他已过世的爷爷杨贵华与其他村民
一起掩埋了司务长的遗体，见证了这
一切。

时钟拨回到1935年1月21日中
午。当时红一军团直属队和第一、第
二师，以及红二团8000多人已顺利完
成了佯装红军主力直逼重庆的军事态
势，从而牵制国民党军队对中央红军
的压力，保卫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的任
务，按照军委部署，从贵州松坎至綦江
羊角一带出发，进驻綦江石壕，拟于次
日开拔，经梨园坝向贵州温水、良村等
地进军赤水。

但这时有人反映在箭头垭街有苏
区纸币和老百姓的物品尚未归还。于
是这名红军司务长带着两名红军战士
在箭头垭街毅然与战友们道别，让部
队先行离开，他们留下来检查清点、归
还借用的老百姓的物品。

这场离别最终变成了生与死的隔
离。

红军部队离开后，司务长与两名
战士走到箭头垭街上的赵家，正准备
归还煮饭用具时，不幸被敌人包围。
一名战士当场牺牲，另一名战士负伤
后突围，司务长不幸落入敌人手中。

杨文树告诉记者，据他爷爷说，后
来敌人对司务长进行了残酷折磨，逼
迫他交代红军的组织情况、行军路线
等。但司务长始终坚贞不屈，不曾吐
露半点机密。

当天晚上敌人又将司务长押到当
时一个名叫石壕羊叉牛角尖的地方，

整整一宿吊在一户老百姓门口的一棵
桑树上。善良的老百姓见司务长伤痕
累累、又饥又寒，趁敌人在屋内烤火之
际偷偷给他送饭。但司务长担心连累
老百姓，同时受伤过重难以下咽，坚持
不肯吃饭。第二天就被敌人押到茅坝
坪残忍地杀害了。

就这样，司务长和那名战友永远
留在了这里。

在这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一
名工农红军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诚。
他们不知道单独留下的危险吗？不，
他们冒险留下，只是因为红军有纪律，
红军爱百姓。

他们不渴望活下来，与亲爱的战
友们并肩战斗，共同守候革命胜利的
那一天吗？不，他们视死如归，只是因
为在他们心里，革命理想超越一切个
人利益。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中华民族
的脊梁！在红军长征这场理想信念的
远征中，这样的英雄有太多太多。红
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团长杨
得志之子杨建华说：“父亲每每回忆起
长征，总会说一句话：中国革命胜利
了，但胜利来之不易！”

无数烈士无名，但他们共同的名
字是红军，他们为着同一个信仰而牺
牲——为千千万万的人民谋幸福。他
们的身躯已融入绿水青山，却继续深
情守护着人民。他们被一代又一代的
人们祭奠、怀念。虽然生死相隔，他们
的信仰、精神也永远传承了下来，指引
着一代又一代人前行的方向。

重庆市綦江区委书记袁勤华说，
在长征精神的感召下，当地党员和老
百姓艰苦奋斗，近年来通过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打造红色旅游小镇等，实现
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老百姓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新华社重庆7月16日电）

无 名 的 牺 牲
——记在重庆石壕的那场生死离别

新华社记者 丁玫 胡璐 周闻韬

7月15日，再走长征路的记者团成员在烈士墓前缅怀先烈。
新华社记者 吴壮 摄

“记者再走长征路”綦江站结束，央媒记者话感受——

我们面前还有许多“雪山”需要跨越
本报记者 赵迎昭

7月16日，参加“壮丽70年·奋斗
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
访活动的近百名央媒和市属媒体记
者，走进位于綦江区永城镇中华村的
王良故居，追寻这位红军骁将的故事。

王良1905年出生于綦江区永城
镇，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
工农红军建军初期的著名将领。
1932年 3月，王良升任红四军军长。
同年6月13日，其率红四军奉命回师
赣南根据地途中，经福建武平县大禾
圩时遭敌匪袭击，壮烈牺牲。毛泽东
曾高度评价了王良的一生，称赞“王良
是一个好干部”。

王良为何能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
价？王良的精神给当地发展带来了哪
些力量？

27岁的传奇骁将

“上井冈驰骋闽赣红四军骁将英
勇善战，战黄洋克敌龙冈好干部王良

屡建功绩。”站在近日修缮布展完成的
王良故居门前，一副对联吸引了重庆
日报记者的注意。

“‘英勇善战，屡建功绩’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王良短暂一生的高度评价。”
綦江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平说。

走进王良故居，高大的青瓦房仿
佛在诉说着这座百年老宅昔日的繁
华。“青年时代，王良受其叔父王奇岳
（中共党员）革命思想的影响，立志救
国救民。”陈平介绍，王良于1927年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参加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后跟随毛泽东进军
井冈山，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和朱德曾嘉奖给王良一
块怀表，以表彰他的赫赫战功。王良
故居中展出了这块怀表的复制品。”陈
平说。

史料记载，1930年12月30日，王
良率领红十师担任对龙岗西北之敌的
攻击任务。他指挥所部迂回敌之侧

后，配合兄弟部队发起猛攻，全歼国民
党军18师师部和两个旅，俘敌9000
余人，取得了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
伟大胜利。毛泽东、朱德也因此把缴
获的张辉瓒（敌军前线总指挥）的怀
表、钢笔嘉奖给王良。

1932年3月，王良升任红四军军
长。同年6月13日，其率红四军奉命
回师赣南根据地途中，经福建武平县
大禾圩时遭敌匪袭击，不幸壮烈牺
牲。毛泽东当时高度评价了王良的一
生，称赞“王良是一个好干部”。

“王良牺牲后，这块表由罗瑞卿保
存。1959年，由罗瑞卿捐赠给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平说。

几乎每位村民都能讲
王良故事

“王良的生命在27岁就戛然而
止，但他在家乡人心中，仍然是意气风

发的将军形象。”记者观察到，因有采
访需求的记者较多，中华村第一书记
杨义担当起王良故居“讲解员”的角
色，将王良的故事娓娓道来。

“一年前来村担任第一书记后，我
常常到村民家中走访，这不仅是了解
民意的过程，也是学习王良事迹的独
特方法。”杨义称，“如今的中华村，无
论男女老少，几乎每个人都知晓王良
的故事，不少家庭把王良作为榜样教
导孩子。”

杨义说，从来到中华村伊始，她就
察觉到这个村庄很不一样。她组织开
展第一次主题党日活动时，有一位78
岁的老党员拄着拐杖前来参加，令人
感动。“我觉得这是村民受到王良精神
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她说。

记者在村里的中华广场看到，广
场虽然不大，但干净、整洁。广场一
旁，是几栋三层楼高的民居，有了綦江
农民版画的装饰，民居显得十分美

观。杨义微笑着说：“村民们都称自己
是‘王良将军的老乡’，村民村貌自然
不能低人一等，要颜值和气质并存。”

杨义介绍，村里经过选拔，已经选
出首批5名“农民讲解员”，他们即将
到王良故居“上岗”，向游客讲述王良
的故事。此外，村里还在小学中选拔
和培养“小小讲解员”，让英雄的种子
在孩子的心田扎根、发芽、生长。

王良精神成为乡村振兴
的精神动力

“在王良精神的感召下，每一个村
民都‘撸起袖子加油干’，让自己的小
日子越过越好，让自己的村庄越来越
漂亮。”杨义感叹道，“王良精神已经成
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
村里有不少鲜活的例子。”

村民钟友平，2010年以前常年在
外务工，后回乡开办农家乐，从2010

年的年收入不足2万元到如今的年收
入40万元；村民王茂雨，2014年创办
了“种植、养殖、休闲”三位一体的华懿
家庭农场，成为不少市民周末休闲度
假的好去处。经过5年努力，农场年
产值达百万元以上，带动了周边30余
户村民发展种植业的积极性。同时，
每年为群众提供务工岗位200余人
次。

“小时候，茶余饭后，我经常听家
人讲王良的故事，对他的军事才能和
指挥能力非常佩服。”王茂雨这位有着
32年党龄的党员说，她的两个女儿也
是听着她讲王良的故事长大的，“把英
雄的故事传承下去，已经成为每一个
中华村村民的习惯，更是党员的责任
和义务。”

“王良，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
种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将让王良精
神成为村民兴家立业的共识，带领村
民一起致富奔小康。”杨义说。

毛泽东主席称赞“王良是一个好干部”
习近平总书记评价王良一生“英勇善战，屡建功绩”

一个人的长征故事 几代人的精神传承
本报记者 赵迎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