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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永放光芒 初心照耀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福建篇

这里，古田会议永放光芒，《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等不朽篇章点亮了中国革命的
灯塔……

这里，10万多人参加红军，2.6万多人参
加长征，到达陕北仅剩 2000人，松毛岭保卫
战、湘江战役……见证了他们的热血忠魂。

这里，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熟悉和牵
挂的地方 ：在福建和中央工作期间 ，他先
后 20 次来到这里 ， 亲自擘画发展蓝图 ；
2014 年，他亲自决策和领导，在古田召开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引领人民军队重整行
装再出发。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进入
新时代，闽西老区人民牢记嘱托，传承红色
基因，接续奋斗，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正徐徐
展开。

长征路上，2.4 万名闽西子
弟壮烈牺牲

【听烈士后人讲述红色故事】
今年清明， 龙岩市长汀县南山镇中复

村 64 岁老人钟铁林， 和当地 30 多位村民
一起，来到千里之外的广西全州，看望埋骨
于此的亲人。

钟铁林的大伯钟兆煌 ， 出生于 1903
年。 “1931 年，大伯在中复村参加红军，走
后再无音讯。”钟铁林告诉记者，数十年来，
家人一直在找寻大伯下落。

直到 2017年， 龙岩电视台一位记者在
广西拍摄了湘江战役英烈名册照片，钟铁林
在名册上终于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才知
道大伯当年血染湘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故事背后的历史】
闽西龙岩 、三明 ，是原中央苏区核心

区。土地革命时期，10 万多闽西子弟参加
红军，2.6 万多人参加长征 ，开路先锋 、断
后阻击 ，血战湘江 、强渡乌江 、飞夺泸定
桥……2.4 万多人牺牲在路上 ，平均一里
路牺牲一名闽西战士。

1934年底打响的湘江战役，为掩护主力
红军突破湘江，主要由 6000 多名龙岩、三明
子弟兵组成的总后卫红 34 师几乎全部牺
牲，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已经无从考证。

中共龙岩市委党史方志研究室主任苏
俊才告诉记者，在广西兴安县湘江战役烈士
英名廊上， 找到了 400 多位长汀籍烈士名
字，只有 23 位烈士有后代，其中 6 位有亲生
子女，其余是亲戚的子女过继到其名下。

闽西，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有着
特殊的分量。上杭县古田镇，白墙青瓦的古
田会议旧址庄重沧桑。 1929 年 12 月，红四
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 确立
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指引着中
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在被誉为“红色小上海”的长汀县，红
军第一次有了统一的军服， 有了自己的斗
笠厂、被服厂、印刷厂、兵工厂；三明宁化，
被称为“中央苏区乌克兰”，是中央红军重

要的给养和后勤保障基地……

永远不要忘记老区，永远不
要忘记老区人民

【听总书记讲述红色故事】
闽西这片红土地是习近平总书记熟悉

和牵挂的地方。
2014 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习近

平总书记在福建古田同老红军、 军烈属等
代表座谈时深情地说，“闽西，我很熟悉。这
是原中央苏区所在地，对全国的解放、新中
国的建立、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
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我们永远不要忘
记老区，永远不要忘记老区人民。 ”

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曾汉辉清晰地记
得，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古田会
议会址、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时，现场当起
“讲解员”的情形。

“总书记对纪念馆内的展板、文物和背
后的故事都非常熟悉 ， 在现场动情讲述
6000 多闽西子弟血战湘江的故事， 给在场
的同志上了一场生动的党史课。”曾汉辉说。

近年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不同场
合，都曾深情地回忆起闽西革命故事。

【故事背后的传承】
“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

在长汀县南山镇长窠头村 93 岁老人钟宜
龙家门口，张贴着这样一副对联。

1934年9月发生在龙岩连城、长汀交界
的松毛岭保卫战， 是红军长征前最惨烈一
战，上万红军战士坚守松毛岭7天7夜，以牺

牲数千人的代价， 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赢
得了宝贵时间。从上世纪50年代起，钟宜龙
和村民一起， 自发搜寻松毛岭保卫战牺牲
红军遗骸， 在山林间找寻到3000多具英烈
遗骸，并妥善安葬。 60多年来，钟宜龙每年
都会去祭拜英烈， 并千方百计搜集这些无
名烈士的生平事迹。

2016 年， 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下，钟
宜龙将自家房屋改建成红色文化展馆，将
数十年来收集的红色文化物件、 松毛岭战
役牺牲战士名册及生平简介等陈列展示，
每年吸引数千人参观。尽管年迈体弱，钟宜
龙每年仍坚持给中小学生、 党政参观团等
讲述当年红军的故事。

“我想让更多年轻人知道现在的好生
活， 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和守卫
的。 ”钟宜龙说，为了今天，他们当年明知九
死一生坚持参加革命，我们不能忘记。

用高质量发展实现老区苏

区振兴

【听总书记讲发展故事】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

最严重的县域之一。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
平同志先后 5 次赴长汀调研， 持续推动水
土流失治理；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同志又
两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进则全胜，不进
则退”，要持续加强长汀水土流失治理。

今年 3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
时提到，要推进老区苏区全面振兴，倾力支
持老区苏区特色产业提升、 基础设施建设

和公共服务保障等。
【故事背后的答卷】

初夏时节，长汀县河田镇，昔日焦黄的
塘尾角山头上，绿水成荫，花果飘香。

“原来山上几乎都是沙石，下雨就到处
是‘瀑布’，夏天地表温度最高 72℃，啥也种
不了，养的鸡都能热死。 ”20 多年前就开始
承包这片山地的马雪梅经营着一家农业发
展公司。 她说，昔日“火焰山”如今变“花果
山”，生态好了，土壤也变肥沃，种植的板栗、
养殖的河田鸡品质好、卖价好，去年毛收入
180多万元，带动了 10多位村民就业。

经过持续多年治理， 长汀水土流失率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 31.5%下降到
2020 年的 6.78%， 森林覆盖率由不足 60%
提高至 80.3%，实现了“荒山-绿洲-生态家
园”的历史性转变。

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成效是近年来闽西
老区绿色发展的缩影。

“生态是龙岩最大的发展优势和品
牌。 ”龙岩市委书记李建成说，进入新时代，
龙岩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
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主要流域优良水
质比例达到 100%，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保持全省前列， 森林覆盖率达到 79.39%，
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业、森林康养、全域旅
游等产业， 打造有温度的幸福龙岩，“产业
优、百姓富、生态美”高质量发展格局正在
形成，乡村振兴日新月异。

新华社记者 邹声文 郑良 林超 陈弘毅

秦宏 （新华社福州 5月 18日电）

杨靖宇：白山黑水铸忠魂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位于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前， 一群少先队员正在
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致敬英雄杨靖宇。嘹亮的歌声吸引了
不少前来参观的游客驻足聆听。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 年生，河南确山人。 在东北从事党的
地下工作时，曾化名张贯一。 1932 年赴南满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时，改
名杨靖宇。

1923 年，杨靖宇进入开封纺织染料工业学校学习，开始接受马
克思主义教育。 1925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 4 月，杨靖宇领导了确山农民起义。 1928 年秋到开封、洛
阳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 1929 年春赴东北，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
书记，领导工人运动。

杨靖宇曾对人说，他上过两个大学，一个是“社会大学”，一个是
“监狱大学”。 杨靖宇先后 5 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坚贞不屈。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
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积极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1932 年秋，他被派往南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 32 军南满游击
队， 任政治委员， 创建了以磐石市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1933 年 9 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1 军第 1 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1934 年 4 月联合 17 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 任总指
挥。 同年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1 军军长兼政治委员。 1936 年 6 月任
东北抗日联军第 1 军军长兼政治委员。 7 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 1 路
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杨靖宇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威震东北，配合了全国的抗日
战争。 日伪军连遭打击后，加紧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军事讨伐、经济封
锁和政治诱降，同时对杨靖宇悬赏缉捕。 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他以
“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而忠贞不贰的意志是不会动摇”的崇
高气节，继续坚持战斗。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致电向以杨靖宇为代表
的东北抗日武装表示慰问，赞之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 7 年多的不
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39 年，在东南满地区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与魏拯民等
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 1940 年 1 月，他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
濛江一带，最后只身与敌周旋 5 昼夜，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和敌
人进行顽强斗争，直至弹尽，于 1940 年 2 月 23 日在吉林濛江县（今
靖宇县）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 35 岁。

杨靖宇生前和死后都受到了日军的极大敬畏。他陷入绝境后，日
军曾派叛徒向他劝降，杨靖宇说：“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
投降的！ ”他牺牲后，日军解剖了他的尸体，发现胃里只有枯草、树皮
和棉絮，没有一点粮食，在场的日本人看到后无不感到震撼。

为纪念杨靖宇将军， 他的故乡确山县所在的驻马店市区修建了
杨靖宇广场，树立了将军铜像；重新修葺了杨靖宇将军故居，并修缮
了位于故居附近大道旁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 “伟岸的，不仅仅只是
海拔；震撼的，永远只有灵魂！”这是不少前来学习和了解杨靖宇事迹
的参观者们共同的感言。

新华社记者 翟濯

（新华社郑州 5 月 18 日电）

·红色足迹
·数风流人物

赵一曼：誓志为人不为家
初夏时节，四川宜宾市翠屏山苍松翠柏，绿意盎然。 在位于山腰

的赵一曼纪念馆广场上，矗立着这位女英雄的雕塑，她目光坚毅，英
姿飒爽。

“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
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
旗红似花。 ”

在赵一曼当年所作《滨江述怀》诗中，尽显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大
无畏的英雄气概。

80 多年前，这位巾帼英雄在东北林海雪原中英勇抗击日寇，令敌
人闻风丧胆。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 年 10 月出生在四川宜宾。五四运动爆
发后，她在大姐夫———共产党员郑佑之的鼓励和引导下，阅读进步书
刊，接受新文化思想。

学生时代的赵一曼，以其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成为学生领袖，
带领学生积极开展各项革命运动。 1926 年夏，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秋天，她考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次年，参加了由叶
挺指挥的北伐军讨伐反动军阀的战斗。

1927 年 9 月，赵一曼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更加坚定了
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 1928 年，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她接到
组织通知回国从事革命斗争。

“在苏联学习期间，赵一曼结识了人生伴侣陈达邦。接到回国通知
时，正怀有身孕。 ”赵一曼纪念馆馆长陈怀忠介绍，强烈的报国之心让
赵一曼毅然选择了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临
行前，她到照相馆抱着年幼的“宁儿”，留下了与儿子的唯一合影。

在东北，赵一曼先在沈阳、哈尔滨领导群众地下抗日，后在珠河
等地带领农民开展武装斗争。 她能文能武，机智过人，曾参与领导了
震惊日伪统治集团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 极大鼓舞了东北人民
反“满”抗日的热忱。

1935 年秋，赵一曼任东北抗日联军第 3 军 1 师 2 团政治委员。在
一次与日伪军的战斗中，她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不幸被俘。

日军对赵一曼施以酷刑，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
逼其招供。她宁死不屈，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为了得到口供，日军
将她送进医院监护治疗。 在医院里，她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
育争取看护和看守人员。 1936 年 6 月 28 日，赵一曼在医院看护和看
守帮助下逃出医院，但很快被追敌再度抓捕，受到更加残酷的刑讯。

1936 年 8 月 2 日，赵一曼被日寇杀害，牺牲时年仅 31 岁。 临刑
前，她给幼子写下一封遗书：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希望你，宁儿啊！ 赶快成
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
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
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

这封遗书后来经“宁儿”陈掖贤重新誊写，留给他的女儿陈红。
“不管走到哪里，我都随身带着这封遗书。 ”陈红说，“父亲告诉我，
要将奶奶在信中传达的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作为家风， 永远地传
承下去。 ”

2009 年，赵一曼入选“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
模范人物”。

新中国成立以来，赵一曼的英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
剧等文艺作品，广为传播。 今年，其家乡宜宾启动了“百校同演同看
话剧《赵一曼》”活动，让“一曼精神”薪火相传。

新华社记者 杨三军 康锦谦

（新华社成都 5 月 18 日电）

�� 一名讲解员

在古田““红军小
镇”” 讲解 （（44 月
2211日摄））。。
新华社记者

林超 摄

谱写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新篇章
(上接 1 版)

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安徽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党的
十八大以来，安徽坚持把自身发展放在经
济全球化大趋势中、 全国发展大格局中、
长三角一盘棋中思考谋划，大力弘扬改革
创新 、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 ，坚定吃改革
饭、走开放路，区位交通优越、市场潜力巨
大、内陆腹地广阔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首
先，“扬皖所长”贯彻国家战略。 通过落实
长江经济带发展 、中部地区崛起 、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 带动区域、
城市、城区、毗邻区 、园区五个层面的 “区
块链接 ”进一步细化 ，皖北承接产业转移
集聚区高位起势，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等重大合作事项深入推进。 其次，“争当先
锋”全面深化改革。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
省试点任务顺利完成 ，“专利权质押 ”“区
域科创板”等 13 项“全创改”举措、县域医
共体 “天长模式 ”等推向全国 。 创新实施
“一网一门一次”“全省一单”“四送一服”，
省级行政权力事项保持全国最少，马钢集
团与中国宝武实现战略重组 ，“编制周转
池”改革盘活存量编制 9 万多个。最后，“构
筑高地”扩大对外开放。 以中国（安徽）自
由贸易试验区为牵引打造高层次开放窗

口，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 5000 亿元；以重
大经贸活动为载体打造高能级开放展会，
举办世界制造业大会 、 天下徽商圆桌会
议；以“翅膀上 、轨道上 、高速上 、航道上 ”
的 “四上安徽 ”为抓手打造高标准开放通
道，去年合肥中欧班列发运量稳居全国第

一方阵， 高铁运营里程跃居全国第一，高
速公路“县县通”即将实现。

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区

生态兴则文明兴。 生态文明建设已纳
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已成
为全国人民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 保护生
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
是发展生产力。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锲而不舍 、久久为功 ，就一定能建成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江淮美好家园。 安徽
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发挥“三山三江二湖”优势，纵深推进新一
轮“三大一强”专项攻坚行动，推动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好转。 大抓长江保护，提升生
态流域“水质量”。 着力打造水清岸绿产业
优的新阶段现代化美丽长江 （安徽 ）经济
带 ，严格沿江 “1515”分级管控措施 ，实打
实贯彻长江十年禁渔令， 实现建档立卡、
证注销 、船封存 、网销毁四个 100%，长江
流域水质达到国家考核以来最好水平，野
生江豚群再现皖江。 狠抓减污降碳，提升
生态系统 “碳汇量 ”，落实碳达峰 、碳中和
要求，全省森林覆盖率达 30%，PM2.5 平均

浓度下降 25%，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82.9%、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城市
黑臭水体基本消除， 五年来单位 GDP 二
氧化碳排放累计下降 18%。 主抓制度创
新，提升生态资源 “含金量 ”，首创林长制
改革，加快建设全国首个林长制改革示范
区，与浙江共同谋划新安江—千岛湖生态
补偿试验区，新安江成为全国水质最好的
河流之一。

“百部经典影片献礼建党百年”
系列宣传展映活动致敬红色经典

新华社石家庄 5 月 18 日电 （记者 王

鹏）“百部经典影片献礼建党百年” 系列宣
传展映活动 18 日在河北保定举行。活动展
映了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向红色经典
致敬。

当天的活动上， 著名表演艺术家、《野

火春风斗古城》 主演王晓棠在当年影片取
景地驻足合影，并分享出演影片的感受。中
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介绍了红
色经典电影的创作生产情况。

河北省电影局局长史建伟表示， 我们
要以展映活动为契机， 充分发挥红色电影

的宣传教育作用， 通过致敬经典、 学习观
摩，把党史学习教育引向深入，通过展映让
经典电影焕发新的艺术魅力、 迸发新的时
代光芒。同时，也将深入挖掘河北丰厚的红
色革命文化资源，持续打造电影精品。

据介绍 ，“百部经典影片献礼建党百

年” 系列宣传展映活动由华夏电影发行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出版集团、“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共同主办。 活动也将编写出版图书
《海报里的百年风华》，面向全国 30 余所高
校征集具有新时代精神、新时代元素的“老
电影、新海报”。 此外，还将举办“时光放映
厅”系列活动，在 10 个省会城市展映带有
重要历史节点意义的经典影片，在 20 个城
市以流动放映车形式开展沉浸式体验及放
映，并录制《华夏电影大讲堂》，在校园院线
开展公益放映活动。

全省常住人口 6102.7万人
(上接 1 版)

从受教育状况来看 ， 全省常住人口
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
人口为 810.5 万人；拥有高中（含中专 ）文
化程度的人口为 811.3 万人； 拥有初中文
化程度的人口为 2058.1 万人；拥有小学文
化程度的人口为 1640.1 万人。与第六次人
口普查相比， 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
程度的上升 6547 人； 拥有高中文化程度
的上升 2454 人。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

受教育年限由 8.28 年提高到 9.35 年，文盲
率由 8.14%下降为 4.49%。 受教育状况不
断改善，这表明我省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
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人口文化素质
不断提高。

在全省常住人口中， 人户分离人口为

1810.0 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
为 422.8 万人，流动人口为 1387.2 万人。 流
动人口中 ， 省内流动人口达到 1232.2 万
人，外省流入我省人口 155.1 万人，分别比
第六次人口普查增加 736.8 万人 、83.3 万
人，分别增长 148.76%、116.11%。 流动人口
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进程加快，这让更多乡村人口有动力、
有能力加入到流动人口大军中来。 目前我
省人口流动主要向城镇和省会城市聚集。
2020 年， 我省城镇人口为 3559.5 万人，比
10 年前增加 1001.8 万人。 同时，人口加速
向省会城市流动的趋势愈加明显，10 年来
合肥市常住人口增加了 191.3 万人， 达到
约 936.9 万人，增长 25.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