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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铁流二万五千里
87 年前的秋天，江西于

都河畔，一支 8.6 万人的大

军集结于此。

此刻，中央红军和中国

革命事业处于前所未有的

危险境地 ：第五次反“围剿”

失利后，敌人的“铁桶计划”

日益逼近，意图一举歼灭中

央红军……

红军战士们猜测着转

移的方向 ：广东、福建，或

打到南昌。但很多人不曾

料想会调转向西，从此铁流

二万五千里。

五岭逶迤、乌蒙磅礴，

展开毛泽东作于 1935 年秋

的《七律·长征》手书，这次

命运攸关的远征、这段震惊

世界的传奇跃然纸上……

“金沙水拍云崖暖”。实

际上，红军经过的江河，大

多刺骨森寒。

1935 年 1 月 2 日，战

斗在天险乌江打响。无法攀

登的悬崖绝壁间是 250 米

宽阔江面。“八个英勇战士

赤着身子……跃入江中，那

样冷的水里，泅水极感困

难……”时任红一军团第二

师政委刘亚楼详细记述了

渡乌江的场景。敌军守江团

长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 ：

“红军水马过江，火力非常

凶猛”。

“更喜岷山千里雪”。

雪山延绵千里，草地了无

人烟，行军艰难与粮食短

缺交织。

“每人每天只有 2 两青

稞粉，根本无法支撑体力。”

红二方面军四师十二团团

长黄新廷回忆说，后卫团一

路上看到牺牲的战友，有的

倒下时嘴里还嚼着吃一半

的野草 ；有的牺牲时背囊里

还剩下些青稞粉，他们清楚

粮食有限，死前尽量省下一

点给战友……

像航船在大海中，即

使看不到海岸，仍然方向坚

定。英勇顽强的红军将士，

将巍峨高山、奔涌江河，一

步步甩在身后。

以血肉之躯，杀出北上

通道。

1935 年 9 月 16 日晚，

起床号划破夜空，红四团作

为先头部队向腊子口挺进。

“腊子口打不开，我军

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

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

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评价腊

子口的战略地位。

在山口如刀斧劈过一

般的腊子口，敌军控制周围

制高点，凭险扼守，红军难

以突破。一筹莫展时，一名

苗族小战士自告奋勇，在长

竿一头绑上钩子，硬生生从

绝壁一段一段攀到山顶，

15 名突击队员拽着绳索挨

个攀到崖顶，迂回到敌人后

面。正面进攻的敢死队再次

向敌人阵地发起猛攻，号子

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彻寂静

山岭。

翻越艰险的山脉，跨过

水流湍急的江河，突破无数

关口和封锁线。天上飞机轰

炸、地上敌军围追堵截，红

军靠两只脚，长驱二万五千

里。出发时始料未及的长

征，终使中国革命转危为

安……

1936 年，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访问毛泽东，毛泽

东为其亲笔写了《七律·长

征》，后来被收录进《红星照

耀中国》。在之后的岁月里，

毛泽东多次提起这首诗，也

留下多幅手迹。

无数艰难险阻，在《七

律·长 征 》短 短 56 字 中

等闲飞过。收藏于国家档

案馆的毛泽东 1961 年题

写的手书诗词中，有两个

“浪”字，成为最与众不同

的地方。这份手书笔力遒

劲，一笔一划都在向世界

宣告 ：为了崇高理想的征

程，乘风破浪，终会到达胜

利的彼岸。

               （据新华社）

贵州遵义习水县土

城镇。从赤水河畔的土城

渡口出发，拾级而上，沿

着土城古镇老街，便可抵

达四渡赤水纪念馆。

展柜内，静静躺着

的两枚铜板，散发着历

史的光晕。这不是普通

的铜板，而是国家一级

文物，四渡赤水纪念馆

的“镇馆之宝”。

聆 听 赤 水 河 的 淙

淙流水声，俯身静静阅

读两枚铜板旁的文字说

明，耳畔是振聋发聩的

历史回响——

1935 年 1 月，遵 义

会议刚召开不久，彪炳史

册的四渡赤水战役，在习

水县土城镇拉开序幕。

乍暖还寒之时，贵

州莽莽大山里，那些被

反动派榨干的“干人”

（贵州方言，穷人）的冬

天还远远没有过去。

2 月 19 日，红军途

经习水县二郎坝，这是

一个只有 20 多户人家

的小村子。村子里赵老

汉家有三个儿子，两个

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

只剩下 16 岁的小儿子

赵奇志。

还没出正月，赵奇

志家准备过年吃的洋芋

和包谷籽就被土匪抢光

了，只剩下一个空陶罐。

快天黑的时候，远

处突然传来狗叫声，赵

老汉以为搜刮东西、抓

壮丁的又来了，赶紧让

小儿子躲起来。没想到

来的是红军，他们说自

己不是坏人，只是想借

锅烧一下水。

赵 老 汉 把 屋 里 的

吊锅拿出来，又把躲在

树林中的儿子赵奇志叫

了回来，帮红军烧火。晚

上，赵老汉请战士们到

屋里休息，战士们说部

队有纪律，婉拒了赵老

汉的好意，都睡在屋外。

第二天，为了表示感

谢，红军战士帮赵老汉家

挑水，不慎将他家的空陶

罐给打碎了。赵老汉见状

忙说没关系，是空罐子。

“打烂百姓的东西

就要赔，这是咱们红军

的规矩。”红军战士说什

么也不答应，当即掏出

仅有的两枚铜板，赔给

了赵老汉。

赵老汉见多了蛮横

的国民党军队，却从未

见过这样一支纪律严明

的部队，内心感动异常。

红军走后，赵老汉父子

俩用竹条把破陶罐精心

编扎起来，这两块铜板

他终生都没舍得用，后

来留给了赵奇志。

赵 奇 志 也 没 舍 得

用，最后将两枚铜板和

破陶罐，一起捐给了四

渡赤水纪念馆。

红军的作风，让水

深火热中的中国老百姓

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

望。红军所到之处，各

族群众争相帮助筹粮筹

款，当向导，送情报，救

护安置伤病员，协助红

军作战，“趋之若狂地纷

纷报名参加红军”。

“共产党好、红军

好”，长征路上播撒下的

种子，在人民群众中开

花结果。他们真心拥护

和大力支持，使得党和

红军最终完成了伟大的

战略转移。

“打烂百姓的东西

就要赔，这是咱们红军

的规矩。”站在赤水河

边，远眺着历史长河的

波涛，86 年前的铮铮话

语，如今仍在奔流激荡。

小小铜板，却如精

神丰碑，穿透烟云，铭

刻不朽——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

军队。     
         （据新华社）

“十四五”期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将继续支持法律援助——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约40万件
近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法律援助项目‘十四五’时期规

划”出台，规划显示，“十四五”期

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

助项目将支持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约 40 万件。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

援助项目是经国务院批准，中央

财政安排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予

以资金保障，专门针对农民工、残

疾人、老年人、妇女家庭权益保障

和未成年人而设立专门性法律援

助项目。自 2009 年设立以来，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为近 40 万名

受援群众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获

得免费法律咨询帮助的群众数以

百万计，为受援群众挽回损失或

取得利益 154.7 亿余元。

为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

作，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

公平正义，“十四五”期间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将继续支持法律援助。

据了解，根据“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法律援助项目‘十四五’时期规

划”显示，“十四五”期间，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支持办

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约 40万件，其

中一般民事/ 行政案件（含刑事

附带民事、民事仲裁等案件）36.6

万件，一般刑事/ 民事执行案件

2.5 万件，重大疑难或跨区案件

0.9万件。           （李晓菲）

工行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贴心服务温暖客户
“我每次来这里办业务，都

会被工作人员热情耐心、细致周

到的服务所感染……”近日，一封

感谢信温暖了工行宝鸡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支行员工的心，事情

还要从 3 月 16 日说起。

当天，市民宋女士突然发现自

己的工行卡上有两笔金额过万元

的扣款记录，可她什么也没买啊？

她立刻意识到银行卡可能被盗刷

了，宋女士连忙赶至附近的工行宝

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见到

行色匆匆的宋女士，银行客服经理

赵永强立刻上前询问并帮其查询

信息，打印交易明细。明细显示，宋

女士的银行卡被第三方平台扣款，

可她本人却毫不知情。宋女士对账

户安全立刻产生了质疑，情绪也十

分激动。面对质疑，赵永强一边安抚

其情绪，一边耐心地帮宋女士回忆

近期是否有网购或其他银行信用

卡还款情况，但均被否认。

那这两笔钱到底是谁拿走了

呢？为了查清楚，赵永强又根据明

细上交易信息的关键字，多方查询

到扣款机构的服务电话，随即致电

核实，经过一番查证，最终弄清楚

了钱的去向。原来，宋女士曾为他

人担保，由于借款人违约，导致贷

款方对担保人进行了追偿。因为时

间长了，宋女士早就把这事忘了。

查明扣款原因后，原本情绪激动的

宋女士慢慢平复了下来。见状，赵

永强先是为她递上一杯热水，向她

讲解担保所承担的责任和后果，并

提示宋女士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

身份证和银行卡介质，不要轻易为

他人担保，不轻信各类陌生短信和

电话，有任何疑问不要慌乱，一定

要第一时间通过正规渠道查询。

“当时送走宋女士后，我就又

开始工作了，没觉得自己有啥值得

表扬的。”看着这封感谢信赵永强有

些感动，他说，自己只是做了分内工

作，却收到了客户的感谢信，这让他

感觉很暖心，今后他一定会继续踏

实工作，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更专业、

更贴心的服务。       （李晓菲）

全市银行机构 ：

投放近150亿信贷资金助力全市经济发展
近日，笔者从市金融办获

悉，截至2月底，全市银行机构

累计为1430个重点项目、企业

等，投放信贷资金149.38亿元，

用实际行动全力支持企业有序

生产，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健康、

稳定运行。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我市各银行机构急企业之所

急，解企业之所需，用足用好各

项金融政策，加大信贷支持，调

整还款期限，想方设法帮助企业

渡过难关。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

态化，我市银行机构仍然把支持

重点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作为

工作重点。据了解，今年前两个

月，全市银行机构共投放信贷资

金149.38亿元，其中为26个重

点项目投放18.58亿元；18户

农业企业投放0.22亿元；1167

户复工复产企业投放115.59亿

元。此外，为219户企业展期、无

还本续贷、延期支付利息，涉及

金额14.99亿元。 （李晓菲整理）

邮储银行宝鸡市分行创新推广线上产品 ：

1.64亿元极速贷解客户燃眉之急
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给金

融信贷产品加上“互联网+”

的翅膀，能更好地为小微企业

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为此，

邮储银行宝鸡市分行创新推

广线上产品“极速贷”，切实解

决了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笔者

了解到，截至目前，该行已发

放“极速贷”1078笔，共计1.64

亿元。

“靠大数据审批，不用担

保人，不走线下流程，几分钟

贷款额度就能批下来，这个

‘极速贷’真是太方便了。”看

着获批的 150 万元贷款，多年

从事家具制作及零售的岐山

县小微企业主席万奎高兴地

说。今年初，家具市场升温，席

万奎收到的订单越来越多，这

让他喜上眉梢，可盘算着手头

不多的流动资金，他又犯了

难。没想到，一条邮储银行客

户经理的微信朋友圈解决了

席万奎的烦心事。看到朋友圈

中办理简单、便捷的“极速贷”

贷款流程，他抱着试一试的态

度，拨打了这名客户经理的电

话，通过电话指导，仅仅几分

钟，他就成功获批了 150 万元

的贷款。

据了解，“极速贷”是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向具备良好线

上数据信息、信用状况优质的

客户提供的小额经营性贷款

产品。客户通过信用方式最高

授信额度为 30万元，抵押方式

最高为 500 万元，额度有效期

最长 60个月，产品具有线上秒

批、随用随支、还款方式多种多

样等特点。今年以来，邮储银行

宝鸡市分行不断创新产品和服

务，积极开拓互联网贷款新领

域，大力推广“极速贷”线上信

贷产品，切实满足各类客户融

资需求。          （李晓菲）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两枚铜板 铭刻不朽

建行宝鸡分行推出智能化服务——

常用业务码上办

“不用身份证，不用银行

卡，直接刷二维码不仅能取钱，

还能转账！”近日，刚走出建行

宝鸡高新大道支行营业厅的市

民李鹏惊喜地说。据了解，为全

方位满足市民多元化的金融服

务需求，建设银行宝鸡分行借

助金融科技力量，在辖区各银

行网点上线了“智慧扫码办”功

能，便捷化的服务模式，深受市

民喜爱。

“智慧扫码办”是通过“账

户二维码”替代原有实物介质

驱动交易的新型业务办理方

式，利用手机银行渠道的登录

控制及账户二维码调取功能，

替代现有物理渠道的介质验

证及账号获取，实现市民免携

带身份证、银行卡等介质的便

捷化业务办理模式。2018 年，

建行宝鸡分行就在辖区内自

助银行设备（ATM）上线了扫

码取款服务功能，而“智慧扫

码办”是建设银行近期推出的

又一个数字化经营工具，它的

应用彻底打破了银行柜面办

理业务必须携带

银行卡的传统束

缚，一部手机轻松

搞定，不仅契合了

广大市民便捷出

行的现代生活习

惯，而且还大大缩短了银行网

点排队等候时间，提高了银行

柜面服务效率。

据介绍，在建行营业网

点办理业务时，市民只需登录

建设银行“手机银行”调取已

签约账户的“账户二维码”，

通过银行柜面摄像头快速扫

码获取账号信息，即可办理存

款、取款、转账、明细查询、明

细打印、密码重置等 28 项常

用业务。        （李晓菲）

通过手机扫码快速办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