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近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 在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拉开
帷幕，第一次全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史诗般展
现党的百年历程。

6 月 25 日， 记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品读这一红色地标里的安徽篇章。

这些安徽发生的大

事彪炳史册

安徽，一片红色的热土！
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奋进

新时代的历程中， 江淮大地在一个个重要历史
节点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成为百年党史
上的光辉篇章。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 1948
年 11 月至 1949 年 1 月，由刘伯承、陈毅、邓小
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
敌委员会，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歼灭
国民党军 55 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
广大地区。 在淮海战役板块，驻足五前委在萧县
蔡洼合影的老照片面前， 思绪不禁回到战火纷
飞、浴血奋战的激情岁月。

“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 ”历史的指针拨
向 1949 年 4 月 20 日夜， 渡江战役的冲锋号响
彻宽阔的江面， 百万雄师在千里战线上强渡长
江。 在渡江战役板块，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实物
见证了党中央运筹帷幄、 解放军奋勇向前的壮
丽篇章。 透亮的展柜中，一张渡江战役立功证书
更镌刻了光荣的时代记忆。

小岗村农民实行的“大包干”成为唤醒沉睡
大地的一声春雷，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展
厅内一幅巨大的 《十八颗红手印》 浮雕震撼人
心，18 位农民围着破旧的桌子，准备在一张褶皱
的薄纸片上依次按下红手印———这便是 1978
年冬天，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签订“大包干”契约，
将土地承包到户的情景。

这些安徽发端的精

神砥砺前行

安徽，一片奋进的热土！
从开天辟地的建党伟业， 到改天换地的建

国大业，再到翻天覆地的改革宏业，江淮大地发
端孕育的一系列伟大精神， 是安徽人民的宝贵
精神财富，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熠熠
生辉。

“听党指挥 、信念坚定 ，团结协作 、决战决
胜 ，勇挑重担 、不怕牺牲 ，军民同心 、众志成
城”———安徽是淮海战役的重要战场， 更是淮
海战役精神的主要孕育地。 在淮海战役板块，
一组群众手推车 、肩背粮 ，踊跃支前的雕塑格
外醒目 。 据不完全统计 ，整个战役中 ，江淮和

豫皖苏人民共出动民工 160 万人 、 担架 12.5
万副，筹集粮食 2.1 亿斤、柴草 5.3 亿斤。 由此
孕育而成的 “小推车精神 ”是淮海战役精神中
最动人的篇章。

“坚定信念 、革命到底 ，军民团结 、奋勇争
先，攻坚克难、勇于牺牲”———渡江精神彰显着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 在渡江战役板
块，一组江面冲锋的雕塑格外醒目，船头是英勇
无畏的解放军战士， 船尾是奋力划桨的支前群
众，军民同心如一人的场面令人动容。 在渡江战
役中，1 名解放军指战员身后有 10 位群众在支
援。 雕塑中那些支前群众是年龄最小的船工马
毛姐？ 是“渡江特等英雄”车胜科？ 还是驾驶“渡
江第一船”的张孝华？ 他们是渡江战役中千千万
万个英雄群众的代表！

“改革创新、敢为人先”———小岗精神带领
人们冲破思想桎梏， 闯出一条中国农业发展新
路子。 创新是安徽最宝贵的“遗传基因”，从“芯
屏器合”等现代产业体系，到“林长制”改革，再
到新安江—千岛湖生态补偿试验区， 我省正在
努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新兴产业聚集地、 改革开放新高地和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全面开启新阶段现代化
美好安徽建设新征程。

这些安徽创造的成

果领跑全球

安徽，一片创新的热土！
在昂首阔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

大征程中，在世界科技前沿领域，江淮大地一项
项领跑全球的重大成果和高新产品不断涌现，
让“创新安徽”的名片更加闪亮。

白白的身躯、圆圆的脑袋、萌萌的表情，展
厅内一款智能语音及语音交互技术家用教育机
器人辨识度颇高。 没错，这就是来自安徽的阿尔

法蛋人工智能机器人。合肥，长三角 G60 科创走
廊上的重要城市， 人工智能正在成为这座创新
之城的新标签。 “中国声谷”引入科大讯飞等人
工智能“国家队”和龙头企业入驻，建起良好的
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风“声”水起，2020 年末实
现入驻企业超千家、 营业收入超千亿元的 “双
千”目标。

“人造太阳”长啥样？ EAST(东方超环)模型
展示着核聚变实验装置神秘的内部结构， 这是
我国科学家独立设计建造的世界首个全超导托
卡马克。 今年 5 月 28 日凌晨，东方超环实现可
重复的 1.2 亿摄氏度 101 秒等离子体运行和 1.6
亿摄氏度 20 秒等离子体运行，再次创造新的世
界纪录， 标志着人类让核聚变成为未来清洁新
能源的努力又向前迈出重要一步。

量子科技位于当今世界科技最前沿， 展厅
内“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模型成为格外吸
睛的“明星”。 2016 年 8 月 16 日，“墨子号”成功
发射， 使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
间的量子通信；2020 年 12 月，“九章” 量子计算
原型机问世， 让我国实现了量子计算研究的第
一个里程碑———量子计算优越性。 如今，中科大
量子通信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跑地位， 我省更
把创建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作为科技创新
“一号工程”。

�� 66月 2255日，，本报记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百年党史的鸿篇巨制
中追寻““安徽篇章””，，从百年奋斗的伟大征程中触摸““安徽印记””——————

““雄关漫道””砥砺江淮
百年安徽为党增辉

一声“到”！ 一生“到”！

■ 本报记者 柏松

一百年征程浩荡， 五十载初心如磐。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 淮南市
88 岁的钟玉龙老人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
物———“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

钟老 14 岁参加革命，1954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如今已有 67 年的党龄。 多年
来，他已经习惯答“到”：一声“到”，他舍生
忘死；一声“到”，他勇往直前；一声“到”，
他初心不改。

光荣在党 67 年，是钟玉龙热血澎湃、
不畏艰险的 67 年！

1948 年， 钟玉龙在河南省新蔡县光
荣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跟着地下党穿越
封锁线，参加了淮海战役。

护送物资上前线， 押送俘虏回后方，
遭遇敌军便是一番激战，在那场著名的战
役中，钟玉龙和战友们前仆后继，奋不顾
身，表现出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的英
雄气概。 淮海战役结束后，钟玉龙跟随部
队解放了淮南。

光荣在党 67 年，是钟玉龙使命在肩、
勇往直前的 67 年！

退伍到地方工作后，钟玉龙来到淮南
市商务局百货集团，从事饮食文化、豆腐
文化研究和餐饮管理及人才培训工作。

上世纪 70 年代，淮南餐饮业技术力
量薄弱， 钟玉龙开设了淮南第一期厨师
培训班。 多年来，他潜心钻研豆腐文化，
开发豆腐菜肴 。 1975 年 ，安徽省组织编
写 《中国菜谱 》安徽卷 ，钟玉龙研制的八
公山豆腐、 蜂窝豆腐入选安徽菜谱。 上

世纪 80 年代， 为推广豆腐饮食文化，钟
玉龙查阅了 《淮南子 》等几十种书籍 ，编
著了 《中国八公山豆腐宴 》一书 ，发表了
《弘扬豆腐文化 ，开发豆腐美食 》等几十
篇论文， 开启了淮南豆腐饮食文化研究
的先河， 为淮南豆腐走出国门提出了独
到见解。

几十年来，美国、日本等国家和中国
台湾地区的豆腐文化学者专程来到淮南，
向钟玉龙学习豆腐宴。 钟玉龙也荣膺“安
徽省烹饪事业终生成就奖”等称号。

光荣在党 67 年，是钟玉龙不忘初心、
赓续奋斗的 67年！

钟玉龙开办了厨师培训学校，创办了
淮南豆腐宴艺术专科学校，成立了淮南豆
腐宴职业培训学校，创造了“一周会翻勺、
二周会切配、一月能上灶、二月能拿钱”的
速成教学法， 学校被确定为淮南市就业、
再就业培训重点单位。

为政府分忧、为群众解困，钟玉龙率
先在全国实行学厨师免收报名费、 住宿
费、原料费等 10 类费用，对残疾人一律免
收学费， 为学员减免费用 800 余万元，培
训学员 10000 余人 ， 其中下岗失业人员
3000余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一声 ‘到 ’，一生 ‘到 ’！ ”虽然已经
88 岁高龄 ，但钟玉龙离休不离党 ，离休
不离岗，他始终不忘自己的党员身份，依
然承担着人社部门每年 600 余人的技能
培训任务 。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听党
话、跟党走！ ”这是钟玉龙对党的无限信
仰与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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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们在红旗下茁壮成长

■ 本报记者 李浩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见证了国家
的发展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这都是
党带领我们取得的。 现在科技发展水平
这么高， 党和国家需要更多有知识有文
化的年轻人， 你们只有好好学习才能肩
负起身上的这份职责使命……”近日，合
肥市蚌埠路第二小学原党总支书记赵和
标重返校园， 为学生们讲述自己的人生
经历和感悟。

1949 年 6 月，赵和标出生于肥东县撮
镇镇农村，读初中时父母相继病逝，家中
经济难以维持，便辍学了。1965 年，赵和标
通过招工进入舒城县狮子山脚下的安徽
省通用机械厂，成为一名职工。 1971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虽然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生产、生活
条件十分艰苦，但这份职业让赵和标倍感
荣耀，工作起来格外认真。1970 年，赵和标
被选入厂办学校———安徽通用机械厂职
工子弟学校， 当起了少先大队辅导员，并
站上了讲台，给孩子们教授数学、思想品
德、自然、体育等课程。 “我在学校工作，不
能像革命先烈和保卫边疆的战士一样，在
枪林弹雨中践行革命誓言，但是在和平的
环境中， 我一直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
为年轻同志做好榜样，为学生教育打下良
好的基础， 这也是我作为党员应尽的
责任和义务。 ”赵和标告诉记者，自

从进入学校工作，他就深感肩
上的责任重大， 因为教
育关系到国家发展
建设长远目标
的实现 ，在

青少年教育上不允许有任何差错。
赵和标认为， 人民教师就应教育孩

子，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为什么红
领巾是红色的？ 为什么红领巾是三角形？
因为它是红旗的一个角，它是革命先烈用
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为什么我们敬队礼的
时候要举右手，高举过头？ 因为人民的利
益高于一切……赵和标在课堂上用深入
浅出的方式， 教育同学们要为红旗争光，
为祖国争光，为共产党争光。 “他们是新中
国的少年儿童，必须从小努力学习，长大
才能报效祖国，把学到的文化知识，用到
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赵和标说。

2001 年 ，赵和标调入蚌埠路第二小
学任党总支书记。 在他担任党总支书记
期间 ，蚌埠路第二小学荣获 “安徽省家
教名校 、先进基层党组织 ”等荣誉称号 ，
他个人也多次被评为 “先进基层党务工
作者”。

回顾几十年的从教经历，赵和标感慨
万千：“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的教育事业
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过去连根粉笔头
都要用到不能用为止，现在电脑、多媒体
教室、实验室等硬件设备一应俱全。 教学
观念也比以前有很大进步，以前学校办学
主要是应试教育，家长普遍认为孩子只要
有书念就行了，现在更加注重学生的素质
教育，帮助学生全面发展。

“当了 40 年教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学生，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社会
主义建设添砖加瓦，这让我感到非常光荣
和欣慰。 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我仍然
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直关心党的
发展，时刻准备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
量。 ”赵和标说。

荨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本版图片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荩荩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巨
大的《十八颗红手印》令人震撼。。

荩荩�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内
展出的 1∶1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
验卫星模型。

��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内

的渡江战役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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