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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转折是怎样发生的
——重回遵义会议现场

信仰融入大地

遵义市子尹路的贵州旧军阀柏辉章公馆，2
层的青瓦小楼高墙壁立、朱门厚重。193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挽救了党、挽救
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

记者挤过熙熙攘攘的参观者，踩着木楼梯
来到二楼东头的一个房间。地面铺着红木地
板，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
方形的桌子，藤条木椅围成一圈。讲解员介绍，
这里就是当时的会议室。她熟练地念出了 20
位参会人的姓名。

柏辉章公馆在当时遵义城内无人不晓，但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认这栋楼和这间会议室
还颇费了些周折。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
灵说，会议召开极为保密，遵义本地没有知情
人，当地曾将红军当年召开群众代表大会的天
主教堂误认为是遵义会议会址。确认会议的房
间更是一波三折。

1935年红军离开遵义后，柏辉章家族的一
名亲戚较早进入公馆。他记得：“在厢房楼上一
间屋内，桌凳摆设的情形有开过会的模样，墙壁
上还有一张大胡子外国人的像。”几经查证，遵
义会议会址和会议室最终确认。墙上的那张大
胡子外国人像，就是马克思的画像。

现在已无从查知，这张马克思画像从哪里
由何人带来。也许，它来自红军出征的江西，经
历了第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黎平会议，突
破乌江天险，来到遵义城，贴在了会场里。

风雨坎坷，九死一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始终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坚如磐石。

1935年 1月 15日至 17日，天气一定很冷，
因为会议桌下放着一个火盆。屋外天寒地冻，
屋内热火朝天。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
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会议一共开了
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
是开到半夜才休会。”

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中走向
成熟。

会议作出了“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
局常委”等重要决定，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
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遵义会议，称之为

“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这以后，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

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展示出无
穷的生命力。”张小灵说。“如果继续照搬教条主
义、照套本本，是什么结果？会前的湘江之战和
会后的四渡赤水就是最好的对照。”遵义会议纪
念馆原副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说，从那时起，
我们党便深刻认识到，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实事
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84年前，黔北重镇遵义，中
国共产党人作出一次历史性抉
择，中国革命实现从“谷底”步步
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红军长征出发 85 周年之
际，记者再走长征路来到遵义会
议会址，重温来时路，寻找继续
前进的不竭动力。

民心推动转折

记者瞻仰会址时，惊讶地发现，墙壁上“中国共产
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标语仍然完好。红军
离开遵义后，这些标语还能“幸存”？

张小灵解开了记者疑问：红军撤离后，柏辉章家
人曾找当地群众来铲除这些标语。群众对红军有感
情，从中“做了手脚”，用可清洗的石灰浆水将标语覆
盖。解放后，经当地一名泥工指认，对墙壁进行清洗
后，红军标语赫然重现。

“能如此得民心，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会议，实
现伟大转折，进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绝不是偶
然。”张小灵说。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城。进城前，红军总政
治部专门下发文件，要求红军战士严守纪律。战士们
对群众秋毫无犯，还大力宣传红军不收苛捐杂税、主
张抗日等。当红军大部队出现在遵义城边的丰乐桥
桥头时，大批民众挥舞着三角小旗，把鞭炮放得“噼噼
啪啪”震天响，热烈欢迎红军队伍进城。“红军不打人
不骂人，把地主的粮食和房子分给老百姓，我觉得这
支队伍很好，愿意跟着红军走。”在遵义参加红军的李
光生前回忆说。他中午参军，当天下午便打了一仗，
这一仗正是为了保卫正在城内召开的遵义会议。

在遵义市桐梓县，当地群众 100多人昼夜为红军
碾米 20多万斤，十多名缝纫工人和几十名辅助女工，
自带缝纫机为红军赶制军衣 3000多套。不少遵义群
众还为红军带路、送情报、抬担架，有的为红军印刷文
件、布告、宣传品，为红军抢修枪炮等。

新中国成立后，丰乐桥改名迎红桥。桥的名字变
了，但遵义人民对红军的感情从未改变。

今年 3月，电视剧《伟大的转折》在遵义汇川区团
泽镇卜台村拍摄时，当地村民敲起震天响的腰鼓，抬
着一头绑着大红花的大肥猪，挑着水果、自家蔬菜、鸡
蛋，自发前来拍摄地慰问。抬在最前面的大红标语格
外动人——“欢迎红军再回家”。

“遵义群众坚信，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来帮助穷
人翻身的，因此民众不光欢迎红军、拥护红军，还帮助
筹集军费、充实物资，积极加入红军队伍，为遵义会议
的成功召开和后来的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
础。”遵义市长征学会常务副会长黄先荣说。

坚定走向远方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我姓红，叫红军，我住在中国。”
在遵义市绥阳县，当一名负责为部队

断后的红军战士被捕，面对反动派的严刑
拷打，他竟如此镇定豪迈地回答，直到被
推入滔滔河水中，英勇牺牲。

在无数壮烈牺牲的红军英雄的心目
中，为“中国”而死，为千千万万同胞更好
地活下去而死，虽死犹生。

1934 年 12 月 25 日，遵义市余庆县龙
家镇，59名红军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视
死如归。刽子手们见红军战士个个豪气
冲天，十分恐慌，一阵乱刀砍杀后，匆匆把
59名红军推入“万丈深坑”，仓惶而逃。

生死关头，信念不移，浩然的精神力
量震撼人心。

一组数据令人惊叹：
长征出发时，红军指战员每 3人才有

一支步枪，每支枪不到 50发子弹；轻重机
枪，平均每挺仅约 300发子弹。湘江之战
后，部队弹药所剩无几。到达遵义地区
后，每支枪平均只剩3发子弹。

而此时，国民党军40万重兵正急速向
红军包围而来。红军用这“每支枪 3发子
弹”的装备，几乎是赤手空拳，与配备飞
机、大炮的敌人展开搏斗。

在贵州的深山密林中，自然条件极其
恶劣，每天还要面临严酷的环境和绝地断
粮等生死考验。若要问，他们一往无前的
勇气来自哪里？答案是：信念。

一名跟随红军行军560天的英国传教
士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
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
着是前所未有的。”

记者走出小楼，在会址门口的大槐树
下享受夏日的清凉。康克清曾回忆，开遵
义会议时住在小楼里，推开窗就看见一棵
小槐树。如今，这棵小槐树已长成枝繁叶
茂的参天大树。大树下有一面党旗，络绎
不绝的人们来到这里庄严肃立。张小灵
说，自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以来，前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人数激
增，仅6月就接待约28万人次。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覃爱华
认为，在遵义会议会址“既能寻找到初心，
还能真切感受到我们党敢于直面问题、勇
于修正错误，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

““我是谁我是谁？？为了谁为了谁？？依靠谁依靠谁？？中国共中国共
产党在长征中深刻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产党在长征中深刻回答了这三个问题，，逐逐
渐从幼年走向成熟渐从幼年走向成熟。”。”黄先荣说黄先荣说，“，“艰苦卓艰苦卓
绝斗争中形成的传统和优势绝斗争中形成的传统和优势，，一直引领着一直引领着
这个国家前进这个国家前进，，如今正在实现如今正在实现‘‘两个一百两个一百
年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显示出更加强大的奋斗目标的征程上显示出更加强大的
力量力量。”。” （（新华社贵阳新华社贵阳77月月1414日电日电））

遵义会议会议室

遵义会议会址一隅

遵义会议纪念馆一隅

●靖江金兴电脑绣花厂为您提供各类服
装、工作服、幼儿园服、毛巾等名字及图
案刺绣。吴厂长：13914537135
●事业编、公务员笔试、面试培训招生
新路程培训中心，聘请资深名师团
队，开设事业单位招聘、公务员招录
笔试、面试培训，即日起开始报名，集
中授课。报名地点：靖江市人民中路
123号，维权大楼 6楼培训部。电话：
0523—81150680、18014507707（微信
同号）；课程查询：靖江人才网（
www.jjrc.net）；联系人：沈老师。
志在育龙哺凤，挚助公考成功
●物业公司常年招聘保洁、保安，刘
13505261850
●本公司批发润企牌冷镦成型油、不锈
钢成型油、有色金属成型油等。另招男
工 2名、女工 2名，年龄 45~55岁。联
系：15189935788
●永亿酒业招店长一名，年薪10万+提
成；业务员若干名，底薪 5000+提成。

13062955555、0523-81151555●公司招食堂厨师一名；女性；35-48
岁之间；身体健康，吃苦耐劳，责任心
强；有食堂工作经验优先录用；工作
地址：工农路与阜前路交叉口向北第
一个红绿灯；联系电话：13914508368●招聘驾驶员 3名，要求 40岁左右C1
照以上，驾龄不低于3年，双休工资面
议，服务地点中国移动靖江分公司，
电话15052331599申先生●靖江市永兴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因
发展需要，特招聘文员若干名有相关工
作经验优先，报名热线 84819586/15861030680●招营销助理（女）一名，勤助工（男）一
名，年龄45~60岁，13775718068●江苏锐盾警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诚
聘电商经理、外贸经理、商务司机（退
伍军人）各1名，电话：18952637159●公司高薪急招挖土机驾驶员1名，食
堂 烧 饭 工 1 名 。 联 系 人 夏 女 士15996059505●靖江天华教育位于地中海花园东门，
证照齐全有文化和艺术生源，现诚聘管
理高手或合作转让均可，有意者联系18762377798方

●靖江佑尔康诊所招护士一名，环先
生，15861008065●因公司发展需要现招聘机械设计师1
名，熟练钳工1名，数控操机1名，市场业
务员1名，录用后待遇从优。81163222●江苏晓燕招：1.政府机关综合服务部
业务员2名。2.门店店长2名。3.江苏政
采苏宁易购专属商城全品类供应链服务
商专属客户经理若干名。联系方式：15365644838陈主任

07/12强势板块 07/12弱势板块
保险 船舶
化工 酒店餐饮
工程机械 家居用品
旅游 环境保护
半导体 有色
酿酒 汽车类
房地产 软件服务
银行 工业机械
多元金融 通信设备
日用化工 纺织服饰
沪指+0.44%

50ETF购7月2900涨幅+16.53%
股市有风险，仅供参考
友情提醒：珍惜自己的血汗钱，
保卫父母的养老钱，守住子女的读书钱，
拒绝高利诱感、远离非法集资！
呼叫中心84821700
靖江人民中路136号

●江苏唯真名烟名酒84855555
●假日旅行社84898181
●急救中心：120
●中医院急救中心：84822120
●马洲牛奶：84503000
●天力燃气24小时客服、抢修电话962007
●靖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84616120
●靖江市医保职工康复医院：84888632
●靖江医保职工康复医院门诊部：
89112226
●西来中心卫生院：18652629120
●马桥卫生院：13365221120
●靖江御庆堂国医馆：84836661
●明家老铺：82783033
●味巴哥肉脯销售热线：8288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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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靖 江 便 民 息 超 市信联系地址：靖江日报社一楼广告部 电话：84852678 窦 燕
今日上午接稿明日见报（周日至周五）

计行收费 每行3０元／天

友情提醒：本报所有信息的手续都严格进行审查，仍不敢保证每
一条信息的真实性，请客户认真核实，所产生的一切纠纷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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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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