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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不灭红色记忆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长征精神耀法院”系列报道活动记者采访手记

许聪：长征精神永不过时

刘婧:红色精神根植于心

在西吉县将台堡采访“长征精
神耀法院”的活动中，得到了西吉
县人民法院张尚祎院长的大力支
持，干警们的精神面貌更给我留下
深刻印象，让我感知到长征精神已
经融入到了他们的基因和血脉中，
并焕发出了新时代的光芒。

“不参加这次长征纪念活动，
我会很遗憾的。”全国模范法官赵
启哲如是说。赵启哲是西吉县人民
法院副院长，2008 年荣获“全国
模范法官”，工作31年在基层人民
法庭工作 26 年，因长期的人民法
庭工作，由于吃饭、休息不规律而
患上了胃病、胆囊炎。纪念活动当
天，他刚做完胆囊手术还不到一周

时间，身体极其虚弱，但当他听说了
院里要组织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活
动，他穿着整齐的法官服来到院里，
坚持要参加这次活动。

“老父亲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他的
孙子也当法官了，一定会很高兴
的。”子承父业的资深法官辛晓强如
是说。辛晓强是西吉县人民法院震
湖法庭庭长，已去世的老父亲曾在
西吉县人民法院工作一辈子，担任
了 16 年的副院长。4 年前，辛晓强
的儿子辛亚东也考到了西吉县人民
法院。

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伟
大的长征精神已深深地根植在了西吉
县人民法院领导和干警的心中。

赵霞：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在吴起，红色歌曲无处不在。
在广播里，在商铺里，在广场上。

在吴起，人们说起长征，脸上
洋溢的都是这样满满的自豪感，有
对革命先辈完成长征这一历史壮举
的钦佩，有作为长征精神传承人的
自豪，也有从先辈身上继承和发扬
这种精神的担当。

其实，不仅是在吴起生长着的
人们，每一个来过这红色圣地的人
们无一不为长征的伟大精神所感
动，不为这里人们身上体现出的红
色精神力量而震动。

脚踩在吴起的黄土地上，立刻就
能感受到那片土地的厚重与质朴。这
里的土地坚实、绵密，秋日的风已经
开始变得冷硬了，却不能掀起沙尘，
只将天地间的污浊之气涤荡殆尽。长
征的精神就扎根在这方天地之间。

80 年过去了，这里的人们依然
在长征的精神滋养下成长，并将这种
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精
神传承下去。就像见证红军成功切掉

“尾巴”的那株杜梨树，根须深深扎
入黄土，枝干挺直坚硬，枝头硕果累
累。

姜郑勇：不忘初心，
司法为民

为期4天的采访，我们先后赶
赴桑植县刘家坪红军出发地纪念
馆、洪家关、贺龙故居、刘家坪会
议旧址、县委宣传部、县人民法院
及辖区法庭等地，行程近 1000 公
里，探寻当年历史遗迹，采访目击
群众、革命后人、史志专家、法院
干警等 30 余人，从实地感受和大
家的讲述中，我被长征历史震撼
着、感动着。

采访期间，我们与天津卫视的
同行们偶遇，并决定一同前往桑植
县史志办采访研究员向佐柏。向老
已年过七旬，因身患糖尿病，体重
已不足100斤。尽管身体虚弱，但
得知我们前来采访长征历史，他硬
是拖着病体带我们来到县城地势最
高处——梅山山顶，给我们讲解并

配合拍摄长达 3 个多小时。临别时，
他还专门为我们题写“长征精神千
古、法院为民万代”的赠言，并赠送
了一套他与同事合著的历史文献书籍

《历史留下的一片红云》。
他说：“你们是媒体朋友，是国

家和人民的宣传员，是正能量的传播
者。虽然我身体状况不好，但我之所
以坚持爬到山顶来接受采访，是因为
这里能拍摄到桑植整个县城，为的就
是将我所知道的长征历史桑植部分更
好地传播出去。”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向老所言
极是。此次报社组织的“长征精神耀
法院”大型采访活动，就是要把长征
精神宣传出去，把它播种到每一个受
众心里，让它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精
神信仰和前行动力。

禹爱民：震撼心灵的探访之旅

见到严帆，是在9月18日，因
总社策划的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
采访活动。由此，我成为他个人创
办的瑞金市客家博物馆千万名来访
者之一。

除了法官，严帆还有许多社会
头衔：江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
席、省文联副主席、赣州市民间文
艺家协会主席、瑞金市红土地文化
研究会会长……

他的藏品足以让每一位参观者
叹为观止：书画、陶瓷、木雕、根
雕、石雕、奇石标本、古代武器、
民俗物品、历史货币、票证、契约
等多达 7000 多件，绝大部分都是
流散于瑞金民间的带有乡土气息的
文物与标本。

“这些是红军手雷、红军土炮、
苏区银票、苏区纸。”

“ 这 个 是 我 祖 父 缴 获 的 战 利
品。”严帆随手拿起了一个黄绿色军
用书包，上面印有“昭和四年”的
字样。

……
这些年，他还将 300 多件苏区

文物捐献给了中央有关部委，为赣
南师范学院建立的中央苏区历史陈
列馆提供了1500多件革命文物。

一个下午，严帆饶有兴趣地介
绍着藏品的“前世今生”， 件件桩
桩，如数家珍。我跟在他身后，用
笔和镜头静静记录着他的背影和声
音。我想，留住历史，留住这段记
忆，总是最后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李阳：留住历史，留住记忆

在此次采访中，当年红军的许多事迹让我印象
深刻，但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那股精神意志力。没
有这股精神意志力的支撑，在前有堵截、后有追
兵，装备简陋、没有后方根据地的情况下，红军
是不可能最终取得长征的胜利的。

长征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典范。纵
观整个长征的过程，每一个战略方向的改变，
每一项战略任务的确定，每一次战斗胜利的
取得，都无不与精神意志力息息相关。

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
路上，新的长征与当年红军长征一样将是
山水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将面临着严峻的
困难和考验。正因如此，新世纪新阶段更
需要我们高擎起长征精神的火炬，让曾
经推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光荣传统在
新的长征中焕发出时代光芒，照耀着我
们像当年的红军那样去不断开创出新的
局面。

穿行在贵州蜿蜒的公路上，司机
说，每个县都通高速还是这两年的事
情，否则仅用5天的时间，从贵阳出发
探访黎平和遵义两地几乎难以实现，
贵州山多路险可见一斑。在贵州，随
处可见背着背篓负重行进的妇女，由

于当地山路崎岖，往往需要手脚并用，
背篓成为不可替代的工具。而背着国
徽深入大山开展巡回审判，也是基层
法院的法官们最日常的工作。

在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一次夜
间法庭的庭审足足持续了 3 个小时，

结束时已经是深夜，第二天早上又接连
开庭。利用休息时间开庭，方便群众，然
而，我们的法官又什么时候休息呢？土
城镇法庭庭长母建伟说，那就休息少一
点。

夜间法庭、午间法庭、田间法庭、车
载法庭……在贵州，结合地方特殊的地
理环境和民族状况推出的各种特色法庭
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多元司法需求，

更是拉近了法庭、法官和人民群众的距
离。

离开贵州后我常想，我们为何要追
忆长征精神？司法改革、法制建设又何
尝不是漫漫长征？这些在县域、在乡
镇，以全部的精力和热情为群众提供法
律服务的普通法官们，已经把红色烙进
了自己的生命里，他们的长征从未止
步。

去年12月从北京乘车近38小时到
过大凉山，曾想下次再到不知何时。
未过一年，“重走长征路”，我便踏入
了采访第一站——大凉山的会理县。

9月20日在会理县人民法院和派出
法庭的采访很顺利。但会理连日下
雨，去往金山江遗址的山道被落石塌
方阻挡。21 日上午，我们还是决定前
往。山道上跌落的石块，夹杂着悬崖
边泥泞山路未干的雨水，心中难免生
畏。几经蜿蜒行至渡江遗址。

江边石碑上的红字，仍清晰镌刻
着“共和国不会忘记帮助中国工农红
军渡江的三十七名船工”和他们每个

人的名字。当天，我们见到了船工周
启龙的儿子周庭荣，81 岁的老人讲述
着自己从父亲那儿听到的渡江故事和
自己年轻时的些许经历。交谈中他说
的最多的话是“要一直跟着党走”。

近5天的采访，感触最深的是基层
法官坚定而质朴的司法为民信念。听
法官们讲述办案经过，会被他们眼神
中流露的坚定神情、乡音中展现的质
朴言语所打动。

长征不是“走过荒草地，翻越大
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的简单描
述，而是实实在在的路，一条心怀信
仰，向前行进的路。

乔文心：从未停止的长征

杨轶然：心怀信仰前行

泸定太小太普通了，就像中国其他
地方的小城，迎着日出而苏醒，伴着日
落而入眠。如果没有“飞夺泸定桥”，可
能很少有人会知道这么一个地方。

尼格木呷告诉我，整个泸定县现在
只有2名律师，而且还非专职。我很惊
讶，因为去之前，我就了解到，泸定
县在甘孜藏族自治州18个县级市中案
件数量最多，群众维权的意识最强。

9月22日上午，冷碛法庭要巡回
审理一起离婚案件，被告龚某某居
住在冷碛镇和平村交通不便的高山
地区，同时被告系聋哑人，案件审
理和送达难度很大。冷碛法庭决定
到交通条件相对较好的团结村巡回
审理该案，并邀请团结村村长周祖
详在庭上为龚某某做哑语翻译。

多年前，团结村里不少人因为
贫困而成群结队在 318 国道扒车盗
货，被老百姓称为“飞虎队”。钱江
荣说被告以前是“飞虎队”骨干，
现在是个挣钱能手，一年能挣 7、8
万元。团结村通过治理，也已经成为
远近闻名的文明示范村。

整个泸定乃至甘孜都在积极开展
“矛盾排查进乡村，立案服务进乡村，
巡回审判进乡村，法制宣传进乡村，
群众工作进乡村”的人民法庭“五
进”活动。法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不断提高群众学法、守法、用法的
意识。

英国人认为，伟大的灵魂，常寓于
平凡的躯体。我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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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阳在江西省瑞金市
“长征第一山”云石山采访。

记者刘婧在
陕西省吴起县中
央红军长征胜利
纪念园前采访。

记者许聪在甘
肃省会宁县红军长
征胜利纪念馆采
访。

记者赵霞在
宁夏回族自治区
西吉县将台堡红
军长征会师纪念
碑前采访。

记者姜郑勇在四川省泸定县泸定桥采访。

记者禹爱民采访湖南
省桑植县人民法院党组成
员、工会主席石运河。

记者杨轶然采访四川
省石棉县人民法院
安顺法庭法
官陈学保。

记者乔文心在
贵州省黎平县黎平
会议纪念馆采访。

见习编辑：孙 航
美术编辑：盛方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