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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中国，正如您所愿
（3版）

习近平向台湾列车出轨事故

遇难同胞表示哀悼
新华社北京 4月 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 4月 2日台湾列车出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高度关切， 并向遇难

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受伤同胞表示诚挚的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2021年 4月 4日 星期日

农历辛丑年二月廿三
第 25103 期 今日 4 版

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34-0001 邮发代号 25-1

网址：Http://www.ahnews.com.cn

新闻热线 :18955179501 传真 :0551-65179872

敬礼，英雄！
英雄，热血染红大地。
英雄，誓言穿越时空。
英雄，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情之所牵。 他

说，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 我们一定
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 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
血牺牲的伟大理想。 他强调，中华民族是崇尚
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
同样需要英雄情怀。

乍疏雨， 又清明。 山河破碎中的浴血奋
战，一穷二白里的发愤图强，循着英雄的足迹
走来， 淬火而生的信仰击中新华社记者的内
心。 翻开记者手记，一起去感受他们采访过程
中的内心波澜。

【英雄志】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湘

江战役惨烈的战场已经远去。 如今，烈士陵园
里，松柏挺拔，石碑静静矗立，万余个英烈的
名字镌刻其上。

留下姓名的英雄被永远铭记， 无名英雄
也不会被遗忘。

【记者手记】
新华社广西分社记者何伟： 在广西兴安

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 我抚摸
着一个个墓碑，想象着这些红军将士的模样，
很想告诉他们：“放心吧，无名英雄们，祖国和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

这些参加湘江战役的许多战士不到20
岁，正值青春年华。 为了初心，他们不惜献出
生命，其中两名小红军的故事让我深受触动。

光华铺阻击战见证者刘发育老人曾讲，
小时候去村口战场捡子弹壳时， 看到一名红
军小战士牺牲了，双手端着枪蹲在坑里，至死
都保持着射击的姿势……

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同仁村村民告诉我，
在老山界主峰猫儿山脚下，有一座小红军墓，
墓中是一名被活埋时还保持着站姿的 13 岁
小红军。 村民们冒着危险掩埋了小红军的遗
体，此后坚持修缮、祭扫。

两名小战士姓甚名谁， 估计永远不可能
再找到，但他们不屈不挠的形象将永驻我心。

越深入寻访湘江战役的史料， 越觉得那
些鲜为人知的英烈故事感动人心。 最好的纪
念是传承红色基因，坚守初心使命。 作为一名
新闻记者，用好手中的纸笔和镜头，记录下这
些英魂，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英雄志】
富家母子，亦有英雄志气。
儿子王朴被捕关押白公馆，特务头子问，

以你这样的家庭，以你这样的社会地位，你为
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他不言，用生命回答信仰，终被枪杀于重
庆，年仅 28 岁。

丧子的母亲金永华继续儿子的事业，84
岁终入党。

【记者手记】
新华社重庆分社记者陈国洲： 在白公馆

逼仄潮湿的牢房里，我不禁想，王朴是怎样熬
过了那些残酷折磨？ 一个含着金钥匙长大的
富家子弟，却能为劳苦大众，抛却富贵，最后

不惜牺牲性命，是什么能让他们这么做？ 如果
我是王朴，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王朴母子事迹的采访， 对我是一次人生

观、价值观的洗礼。
在我们党的革命奋斗史上， 像王朴这样

出身富贵，却为了革命理想，抛却富贵、不惜
牺牲的信仰坚定者大有人在。 这恰恰证明了
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

如今， 我们过上了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换
来的美好富足生活，是否还能像王朴一样，为
了更多人的幸福在关键时候献出生命？ 在平
凡中坚守信仰？

王朴的母亲金永华出身富贵， 能支持儿子
坚持信仰，在丧子之痛后，追随儿子帮助党开展
工作。作为一名旧社会成长起来的妇女，她的思
想之先进令人敬佩， 绝对是女中豪杰！ 她说的
“三个应该不应该”，每每读来，都让人动容。

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 什么叫把
党的事业作为毕生追求？ 王朴和金永华母子
做了最好的诠释！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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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永远
铭记革命先烈的事
迹，好好学习，天天
向 上 …… ”4 月 2
日上午，亳州市“皖
北烈士陵园”里，传
来孩子们稚嫩铿锵
的声音。当天，由亳
州市委宣传部 、团
市委、少工委、退役
军人事务局等单位
主办的“祭先烈 学
党史 担使命”———
百万学子党史教育
“空中课堂”活动正
式启动， 全市 98.2
万名学子通过网络
直播参与活动。

松柏苍翠 ，细
雨蒙蒙 ，120 多名
青少年学子向烈士
纪念碑敬献花篮 ，
致敬默哀， 缅怀烈
士们的丰功伟绩 。
“团员和少先队员

代表分别在团旗和队旗下进行了演讲，宣
誓将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努力学习，志存高
远，做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亳州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会岷告诉记者。

参观陵园里的革命烈士纪念馆后，亳
州市第一中学学生李一鸣对记者说， 现场
看遗物、 听讲解， 内心非常震撼，“走近先
烈，才感受到历史的壮丽曲折、幸福生活的
来之不易。 先烈用青春和生命浇灌出中华
民族的生机，赢得最后的胜利，换来了我们
今天的安居乐业， 这是对后人永远的激励
和鞭策。 ” （下转 3版）

一抹绿色留人间

■ 本报记者 张岳

“以后祭奠先人时，面对的不再是冰冷
的墓碑，而是充满生命力的树木，像见证生
命的重生。 ”铜陵市市民宣伟说。 3 月 23 日
上午，铜陵市“生态安葬 回归自然”第三届
集体生态树葬仪式在仙鹤山陵园举行，10
名逝者的骨灰盒在家属的见证下， 安葬在
陵园内的桂花树下。

逝后化为一棵树，一抹绿色留人间。 宣
伟的父亲在世时就明确表示过，希望去世后
以这种绿色文明的方式安葬。 宣伟遵从父亲
的遗愿， 采用树葬方式将骨灰深埋大地，与
树木花草长眠。 树葬使用可降解骨灰盒，起
到节约土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近年来，铜陵市大力倡导移风易俗，倡
树文明殡葬新风，树葬、花葬、壁葬等既环
保、又节约资源，逐渐被广大市民所接受。
“把先人的骨灰埋在树下，让它和生命之间
建立一种连接，非常绿色环保，既符合人类
源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客观规律，又是后人
纪念先人的文明方式。 ”说起树葬，市民陆
川深有感触。

（下转 3 版）

浩气存天地 奋斗续史诗
———清明节系列谈②

梅 麟

清明节源自古时的祖先信仰与春祭礼

俗，今年更增加了厚重内涵。中国共产党即将
迎来百年诞辰，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
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
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
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
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为家国民
众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

英雄丰功鲜明如新、 烈士伟业荡气回
肠。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向好，旅游景点
对外开放， 人们不仅可以游览自然名胜景

点，也可携家沿着红色主题旅游线路，走进
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在缅怀先烈中坚定
初心，拥抱理想，在学习党史中明理增信、崇
德奋进。

清明假期，处处可见踏青的身影。 我们
忘不了，正是有先烈们的浴血奋斗，才有了
今天的幸福生活，正是有“最美逆行者”的生
死抗疫，才迎来疫后的春暖花开。 哪有什么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负重前行。 当我们将和
平视为常态欢度节假日，有多少祖国卫士正
在边关、在乡村、在社区，在每一块土地上，

保卫着和平与安宁，守护着幸福与快乐。 享
受假期时光的人们， 尤应感恩他们的付出、
感谢时代的馈赠，珍惜幸福、磨砺心志、奋力
向前。

缅怀英烈、砥砺奋进、珍爱生活。 中华民
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靠的是一代代人接续奋斗。 要教育引导
社会大众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
神血脉，鼓起精气神，扬起新风帆，创造新业
绩，这样，才能不负铁肩担万钧的英雄浩气，
才能续写大无畏奋斗的人民史诗。

我省 16组 18人荣登
最新“中国好人榜”
本报讯（记者 张岳）3 月 30 日，中央文明办发布 2021 年 1

月至 2 月“中国好人榜”，安徽贾云、姚玉莲等 16 组 18 人荣登
榜单。

他们是：勇救坠楼男童、善行义举获多方点赞的合肥市包
河区贾大郢社区居民贾云、姚玉莲；不离不弃照顾“植物人”男
友、相守相伴大爱令人温暖如春的合肥市蜀山区“80 后”女子
刘宁；白天任劳任怨做乡村环境“美容师”、夜晚送电影下乡促
文化惠民的淮北市杜集区朔里镇环卫所所长葛治国；扎根一线
助力脱贫攻坚、两次捐献“生命种子”挽救患者生命的蒙城县坛
城镇张圩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单三毛；坚持公益服务
10 余年、 志愿捐献器官和遗体传播正能量的亳州市谯城区薛
阁街道西马园社区七旬老人赵忠东；25 年坚守新闻一线、把工
作定格成生命永恒姿态的泗县融媒体中心制作部原主任张跃
木；请战扶贫一线身患疾病仍不退缩、言传身教带动女儿助力
脱贫攻坚的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副教授徐冬梅；复员
返乡任教 60 余年、 做红色基因传播者的定远县朱湾镇九旬新
四军老战士严明友；扎根基层献青春、驻村 7 年创业争当脱贫
“领头雁”的定远县吴圩镇西孔村党总支第一书记王萌萌；身体
不适仍坚持安置受灾群众、突发疾病倒在抗洪一线的六安市金
安区东河口镇原党委副书记张成武；公正执法一心为民、直至
生命最后一刻仍坚守在审判一线的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四
级高级法官魏晶晶；照料瘫痪哥哥近 60 载、无怨无悔诠释人间
真情的含山县昭关镇同发村村民宣少明；执着农技推广 36 年、
任劳任怨甘当“田间华佗”的芜湖市三山经济开发区农村发展
局高级农艺师肖茂盛；16 年如一日守护江豚、助力“水中大熊
猫”繁衍壮大的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
张八斤；奋不顾身冲入火场、合力救出被困人员的黄山市徽州
区岩寺镇村民江文革、胡红卫；节衣缩食献爱心、为家乡小学捐
款 15 万元的黄山市应急管理局 99 岁离休干部谢芹。

“十件实事”提升职工福利

本报讯（记者 张岳）记者 3 月 30 日从省总工会获悉，省总
工会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今年将继续为职工群众办好“十件实事”，丰富提升“四季
送”、帮扶援助、劳模服务等品牌项目，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
暖送到职工群众心坎上。

“十件实事”是全省工会服务职工的工作品牌，省总工会连
续 7年把 70%以上的经费用于服务基层和职工。今年的“十件实
事”涵盖文化教育、疗休养事业、生活救助、法律服务、就业服务
等方面，即：开展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献礼活动，组织开展 1
万场建党百年庆祝活动、1000 场职工文明实践活动、1000 场红
色电影观影活动、100场劳模工匠宣讲活动；开展工会就业服务
百千万行动，支持创业就业扶持项目 100 个，为 5000 名以上职
工提供免费就业技能培训， 帮助 1万名以上就业困难职工实现
稳就业；开展职工医疗互助，关爱职工健康；探索工会普惠与金
融普惠融合新形式，以“劳模贷”为示范，不断提升工会普惠服务
“含金量”； 推动设立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安徽职工发展专项基
金，支持开展职工技能竞赛和培训、大病救助等服务职工项目；
开展关心关爱环卫工人“六个一”行动，联合有关部门为环卫工
人送一份免费早餐、送一份帮扶救助、送一份关心关爱、送一份
健康体检、建设一批“工会服务驿站”，选树一批行业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开展万名农民工免费体检，为 1万名农民工会员免费
体检；推进货车司机、快递员等八大群体入会服务，省总工会本
级向 2万名、带动全省各级工会向 8万名新入会的货车司机、快
递员等八大群体会员赠送在职职工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计划；推
动落实职工疗休养和带薪年休假，推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落
实职工带薪年休假政策及我省 《关于加强安徽省职工疗休养工
作的意见》，各级工会组织 10万名职工疗休养；着力提升职工生
活品质，命名 100家省级职工书屋，200 家省级职工书吧或流动
书箱。选树 50家省级“工会服务驿站”，推动各地建设 2000家以
上“工会服务驿站”。命名 100家以上省级女职工“阳光家园”，组
织开展 100场以上“皖工鹊桥”单身职工婚恋交友活动。

▲ 4 月 1 日， 来安县皖东烈士陵
园， 一群少先队员正在瞻仰新四军
塑像。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摄

荨 4 月 2 日，亳州市谯城区魏岗镇
组织党员志愿者和魏岗中心中学师

生， 走进皖北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
烈。

本报通讯员 武清海 摄

·短评·
全省工会在深入开展传统品牌服务基础上，陆续推出服务

农民工、职工带薪疗休养、“皖工鹊桥”婚恋交友平台等项目，准
确把握职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倾注真情，整合资源，推出实
措，切实让职工群众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许继伟任滁州市委书记
凌云任黄山市委书记

本报讯（通讯员 任淦）日前省委决定：许继伟同志任
滁州市委书记，凌云同志任黄山市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