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２1年 4月 2日 星期五责编/姚炜 王丰齐 版式/吴磊 神州聚焦 7

可
爱
的
中
国

如
您
所
愿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
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 到处都
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欢歌将代替
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
将代替了贫穷， 康健将代替了疾
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
替了仇杀，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
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
凉的荒地……”

穿过 86 年时空， 方志敏烈
士的预言像春雷一样在我们耳
边轰鸣 ， 当我们走进中央档案
馆 ，站在 《可爱的中国 》手稿面
前，感慨如潮。

《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
纪实》等，这些极其珍贵的革命历
史档案，是方志敏同志在狱中，于
人生的最后时刻以生命写就。 一
双共产党人的眼睛透过漫漫长
夜， 瞻望自己虽看不见但为之抛
却头颅的光明。

在狱中的 100 多天里 ，在死
亡的注视下，方志敏把自己被浓
缩的生命 ，注入笔下 ，融入这些
手稿。

“父亲憧憬着将来会是一个非
常可爱的中国， 他自己很清楚，这
个中国他看不见， 但是为了她的
到来无怨无悔。”方志敏烈士的女
儿方梅说。

年近九旬的方梅老人，在写
一本新书《方志敏和他的战友敌
友们》。 “父亲战斗过的地方，我
都去过。 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
中国。 ”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方志敏烈
士的眼睛，我们都替他看到了可爱的中国，并为之耕耘，为之
歌唱。

《可爱的中国》等手稿，通过特殊途径流出国民党统治者
的监狱，几经辗转回到党和人民手中，本身堪称是一部传奇。
据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副
会长沈谦芳介绍，方志敏狱中手稿分四批，通过胡逸民、向影
心、高易鹏、程全昭四个人传出来。

在党组织努力下， 手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
部。 1935 年 12 月 14 日，巴黎出版的第二期《救国时报》刊登
“抗日烈士方志敏之遗书”，即《我们临死以前的话》。

1939 年，收编《清贫》《可爱的中国》等文稿的《方志敏自
传》，以霞社名义出版。

此时，方志敏已经英勇就义 4年了。
凝结着方志敏烈士对苦难祖国美好未来的无限信心与

向往，这些手稿冲出重重牢笼，历尽千辛万苦，得以呈现在我
们面前。

浩气传千古，红壤吐血花。 方志敏烈士和他无数战友
们的梦想 ，已经变成现实 。 辛丑春来早 ，可爱的中国告别
千年贫困。

发黄的纸页，模糊的字迹，是无比珍贵的史料，更凝聚对
未来的无穷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情地说：“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
狱中写下的 《清贫》。 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
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
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每次读
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
多困难的地方！”方志敏的铿锵话语，激荡在历史长河中，彰
显共产党人的品格， 像明灯一样照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征途。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新华社北京电)

村民老刘劈开杂草灌木 ， 爬上
村口的山坡 ， 来到一个宽约 4 米的
小土包前———这是个土墓，隐蔽在乱
蓬蓬的草丛中，周围东一处 、西一处
插着香。

“这里埋着 100 多位红军和苏区
干部群众，长征前牺牲的。 ”老刘向土
墓拜了三拜，“现在连一块墓碑都没
有，我们心里感到很不安。 ”

清明前夕，“新华视点”记者在一
些革命老区县调查发现， 国家级、省
级烈士纪念设施普遍管护得较好，但
不少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日常管
理不到位。 有的杂草丛生、垃圾遍地，
有的长期破损无人修复，还有的烈士
墓前甚至种了菜。

不少红军墓、纪念碑老
旧破损，周围杂草丛生

青山处处埋忠骨。 从 1929 年中
国工农红军首次入闽， 至 1934 年长
征，在福建牺牲的红军战士多达数万
人。 官方与民间建设的烈士纪念设施
数千座，分散在多地。 如今，不少红军
墓、纪念碑已是杂草丛生、老旧破损。

记者看到，即便是少数被列为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墓，也出现了大量
裂缝、破损，有的甚至塌陷了。 当地乡
镇干部表示知晓此事 ， 但也无可奈
何：“有的墓 40 年就维修了两次 ，的

确太少了。 ”
据了解，福建县级以下烈士纪念

设施比较多，仅龙岩市就有零散烈士
墓 1 万多座，较为分散，管理难度大。

根据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纪念
设施要保持庄严、肃穆 、清净的环境
和氛围。 但记者发现，不少县级以下
烈士纪念设施连最基本的日常保洁
也难有保证。

记者在当地一个长眠着 300 多
位烈士的公墓里看到，杂草最高已没
过大腿， 墓碑之间散落着许多易拉
罐、香烛、燃放后的鞭炮等垃圾。

“去年 12 月已经清理过一次了，
没整理之前杂草有一人多高。 ”这个
公墓的负责人说。

随着城市发展，一些原本位于郊
区的革命烈士墓渐渐被民房包围。 记
者看到， 一座烈士墓前种了一排芥
菜。 烈士后人叹气：“前两年还有人在
坟头上搭鸡舍，养鸡。 ”

一处被列为县级文保单位的纪
念碑甚至出现低级错误：150 多个字
的碑文刻错了三个字，将 “连长和战
士” 写成了 “连长河战士”，“浴血奋
战”写成了“雨雪奋战”。

一位党史专家告诉记者，土地革
命时期除了有战斗英雄，还有大量牺
牲的苏区干部 、 负责通信的革命群
众、抗日英烈等，关于他们的纪念设
施建设与管护更难到位。

基层管护缺资金、缺力量

2018 年底，福建烈士纪念设施统
一划归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管理，管理
经费有所增加，一些曾被破坏 、污损
的设施已得到了新一轮维修。 不过，
相对于点多面广的基层纪念设施，这
些经费只是杯水车薪，且缺乏长期机
制保障。

“如果烈士纪念设施没有被列为
县级以上文保单位，只能申请 ‘抢救
型’资金，日常管护资金几乎没有，眼
睁睁看着日益破败。 ”多名退役军人
事务局负责人担忧地说。

“数量多、任务重，仅靠县级力量
难以实现应保尽保。 ”一位县文旅局
副局长坦言，该县包括烈士纪念设施
在内的红色遗址中，有不少已经岌岌
可危， 但目前只修复了不足十分之
一，“只能是有一点钱做一点”。

如果新建或扩建集中安葬区就
需要找场所、找资金，于是，一些地方
试图将散葬烈士墓迁至烈士陵园集
中安葬和管理，但遭到烈士后人或村
民反对。 并且，现有的烈士陵园也不
足以接纳更多散葬烈士。

记者调查发现，烈士纪念设施较
多的地区， 多是经济并不发达的山
区，“只投入、不产出”的纪念设施令
基层政府负担沉重，同时 ，当前的法

律也对其维护责任缺乏刚性约束。

英烈忠魂不能遗忘

管护烈士纪念设施对于留存红色
记忆， 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意义重大。
记者走访发现，有的干部不了解当地牺
牲红军的事迹，有的村民不知道村里就
有烈士墓，有的纪念馆长期关门……

85 岁的三明市明溪县枫溪乡华
山村老村支书余耀兴说 ：“英烈忠魂
不容遗忘。 ”多位基层干部呼吁，应进
一步加强制度保障，加大烈士纪念设
施管护力度。

对于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的
管护难题，基层干部群众建议 ：政府
进行普遍筛查，针对破坏严重的设施
紧急修缮， 同时制定长远维护计划，
建立长效保障机制。

党史专家建议， 落实责任主体，
明确日常管护单位或人员的法律义
务。 同时协调管护人力资源，如聘请
村干部或村保洁员为日常管理员。 也
可依托附近中小学负责管理，既维护
设施，又能发挥红色教育作用。

此外，专家建议将挖掘红色文化
资源融入地方发展规划。 记者调查发
现，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的历史背
景挖掘较少， 应加强整理和研究，不
断丰富深化地方革命史。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红色基因，血脉传承。
近代以来， 中华儿女用鲜血、汗

水、泪水写就壮丽篇章，革命先辈的足
迹遍布广袤大地， 革命遗存珠洒大江
南北。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珍视革命历史，
大力弘扬革命文化， 统筹推进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工作， 各部门各地区加强
协作、积极作为。 进入新时代，革命文
物焕发新生机，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汲
取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促进老区
发展的活力源泉。

传承红色基因 汲取奋进力量
———新时代我国革命文物工作进展成效综述

强化顶层设计
深化协同保护

从三元里平英团遗址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墓，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
言》到方志敏遗著《可爱的中国》，从开国大典升起
的五星红旗到脱贫攻坚责任书……

一处处旧址讲述坚如磐石的信仰信念， 一件
件文物彰显历久弥新的初心使命。这些年，我国革
命文物工作基础不断夯实， 革命文物保护局面日
益向好。

顶层设计不断强化———中办、国办出台《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
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 年）的
意见》《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为
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提供政策指引； 国家文物局
革命文物司获批成立， 革命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建
设取得新突破，进一步夯实工作基础。

部门协同持续深化———财政部、 国家文物局
修订《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革命
老区和革命文物保护予以倾斜； 八部门联合印发
《“十三五” 时期文化旅游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加
大支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和红色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

工作基石日益筑牢———全国不可移动革命文
物 3.6 万多处、 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超过 100 万
件/套，全国革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革命圣
地、红色地标日渐成为红色基因传承的“金名片”。

整体保护全面推进———中宣部、财政部、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两批 37 个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片区；陕甘宁、川陕、鄂豫皖、东北抗日联军
片区建立省际协作机制，整体谋划、协同推进；延
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启动创建，连片保护、
整体展示的革命文物工作新态势正在形成。

一寸山河一寸血，历史不容忘却。星散在中华
大地上的革命文物， 正在新时代焕发前所未有的
生命力，绽放夺目光彩。

强化保护传承 助力脱贫攻坚

瑞金革命遗址与红色精品景区建设
相结合、宁都革命遗址与特色小镇建设相
结合、 金溪革命遗址与田园风光相结合、
青原革命遗址与传统村落相结合……自
2014 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遗址保护
利用工程实施以来 ， 革命文物工作助力
54 个贫困县脱贫摘帽，井冈山、瑞金红色
地标更加靓丽。

近年来，各地积极作为、营造革命文物
保护工作良好氛围。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印发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实施方案；福
建、江西、重庆、陕西、上海、广东等 17 个省
级文物主管部门增设革命文物处。

上海市开展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
程， 按照修旧如旧原则优先修缮亟须保护

的旧址，确保革命旧址的真实历史风貌。
“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湖南汝城县沙

洲村打造 “红色文旅+绿色产业+古色瑶
乡”宜居宜业宜游的发展模式，呈现全面小
康、魅力乡村的诗意画卷。

山东沂蒙山区创新红色研学旅行模
式，讲好沂蒙红嫂故事和支前故事，红色旅
游品牌矩阵日臻完善， 红色文化焕发时代
光芒。

……
穿越时空， 革命文物所传承的革命精

神正在成为促进老区振兴、助力脱贫攻坚、
实现融合发展的“正能量”。

坚实社会基础 弘扬革命精神

2021 年 1 月，全国革命文物百佳讲述
人遴选和推介工作正式启动。 来自全国各
地的文物工作者，以及老干部、老战士、老
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社会各行各业人士
踊跃参与， 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发出红色声音，生动鲜活讲好党的故事、革
命故事、英雄故事。

与教育互动， 与科技联姻， 与创意嫁
接，与旅游相融。

近年来，亮点纷呈的革命文物新业态，
越来越多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沉浸式
体验的产品和服务， 让人们触摸到有温度
的革命历史———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革命旧址开放

率超过 93%，革命博物馆、纪念馆总数超过
1600 家，革命文物展示展陈渐成体系；

“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
员”实践体验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让红
色基因、革命薪火
代代相传；

重庆红岩革
命历史博物馆
推出“红岩革命
故事展演 ”活
动， 推动经典
红 岩 故 事 进
高校、 社区、
企业、 机关、

军营；
嘉兴正着力打造新时代“重走一大路”

精品红色旅游线路， 届时， 游客们将可以
“回到”1921 年的这里，沉浸式感受共产党
人的初心使命。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
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表示 ， 革命文

物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 ， 展现
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
章 ， 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
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力量源泉。 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 新时代革命文
物工作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我们将增强
自觉自信，加大工作力度 ，切实把革命文
物保护好 、管理好 、运用好 ，传承红色基
因，汲取奋进力量 ，让革命文物绽放新光
彩、作出新贡献。 新华社记者 王思北

（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

荩荩 33月 3300 日，， 学生和志愿者在湖南革
命陵园烈士纪念碑前缅怀英烈 （（无人机
照片））。。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今日关注·革命文物保护

多位基层干部呼吁，应进一步加强制度保障，加大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
施管护力度———

管好英烈埋骨处 革命精神代代传

三代人·七十年·守英灵
临近清明，江苏盐城五条岭烈

士陵园迎来众多团体前来瞻仰，54
岁的守墓人卞康全每天日程安排得

满满当当，清扫、联络、讲解，忙起来半
天喝不上一口水。

陵园位于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步凤

镇庆元村。 卞康全原来的老屋和陵园仅
有一墙之隔， 数十年来， 与烈士比邻而
居，守护忠骨。 1947 年 12 月，中国人民
解放军华东野战军 2000 多名指战员在
盐南阻击战中壮烈牺牲， 民兵和群众将
烈士遗体运至庆元村， 安放在挖好的五
条沟内。当年，卞康全的爷爷参与掩埋烈
士遗体。“他们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
子，才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像对待
亲人一样，守好烈士墓”。朴素的信念，在
言传身教中一代代默默坚守， 从爷爷到
父亲，再到卞康全自己，三代自发守护英

灵，至今已有 70 多年。 2009 年，当地政
府对五条岭烈士陵园进行修缮， 将一些
分散别处的烈士墓迁来 ， 近 3000 名英
烈长眠于此。

由于条件所限， 先烈们被安葬时连姓
名都未能留下。随着史料不断详实，烈士的
信息也越来越具体。拜托来访者传递口信，
联络各地民政等部门，10多年来， 卞康全
帮助烈士寻亲的脚步从未停止。截至目前，
他共寄出近 600封信件，帮助 300 多名烈
士寻到后人，还有 300多封即将寄出。

念党恩，守墓地，慰英灵。 “一些同龄
人喊我一起外出打工，我都拒绝了。 ” 卞
康全说，“在我心中， 没有比守护烈士墓
更重要的事情”。 在这样的家风中成长，
卞康全的儿子选择参军入伍， 成为一名
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新华社发

3月 25 日，在五条岭烈士陵园，卞康全在墓碑前维护整理。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