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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红色遗址

■本报记者耿堃

“妹妹：你四月二十七的信，我收到了，自从你入狱之
后，到现在，整整半年了，我没有接到你半个字，今天得到这
封信，你想我是多么喜悦呵！”——发出这封情深意切的信
10天后，写信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
也被捕了。

这样一对感情深厚的夫妻，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最后一
面却是在审讯室中相见不能相认。邓中夏转过身子看了她
一眼，递过一个让人几乎无法察觉的眼神，然后转过身子，
漠然地说“不认识”。敌人甚至把他俩单独留在走廊里，他
们也相视却不相认。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最后，无计可施
的敌人要把邓中夏带走了——邓中夏的妻子李瑛（夏明）用
文字记录了两人的诀别，她在文章中写道，她多么想扑上去
抱住丈夫，但邓中夏用眼神制止了她，挺着胸膛走远了。

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被这个情节深深打动，将其改编
后加入自己主演的电影《革命家庭》中。

1933年9月，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就义。在他39年的
短暂一生中，天津是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共产党后
备力量的重要一站。

1922 年初，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和发展团组织的

公告，北京党组织委派邓中夏到天津着手重建社会主
义青年团组织。1922年 3月 1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天
津执行委员会在宇纬路东兴里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内正
式成立。会议通过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选举
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于树德任书记部
主任。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成立以后，以
天津工余补习学校为阵地，广泛联系工人群众，积极开
展宣传和组织工作。通过“政治讲话”课的形式向工人
阐明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1922年 5月 5日，马克思诞辰104周年之际，党组织以
党团员为骨干，在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创办了“天津五五
书报代卖社”，专门代售全国各地出版的先进文化科学
书籍和报刊，并以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开展天津工人运
动的经费。不久又开办了“天津工人图书馆”。图书馆
除购买进步书刊供工人群众借阅外，还特在上海《民国
日报》上刊登了《天津工人图书馆募书启事》和《天津工
人图书馆章程》，向全国各地工友、劳工运动者和劳工
运动同情者求援，希望“把许多有益于工友们的书报捐
给本馆”。

1922年6月，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改组，李腾当
选为团地委书记部主任，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凝聚

力，团的活动在天津进一步活跃起来。团组织在各学校和
工厂中发展团员、建立团小组，发动工人组织工会等各项工
作也得到进一步开展。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
传，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2年年底成立了公开组织——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3年年初又创办了“马氏通信图书
馆”，广泛征集“与马氏学说有关的书籍”。

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和团员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
和考验，提高了思想政治素质，进一步深入开展了宣传和组
织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为此后党团组织的建设和革
命活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

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
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在生命的最后
时刻，他英勇无畏。他在重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过程中
培养的骨干成员，很多人成为像他一样信仰坚定的共产主
义战士，为中国革命奉献一生。

邓中夏重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
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
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
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坐落在英雄城南昌市中山路380号的南昌八
一起义纪念馆，当年是江西大旅社，也是南昌起义
总指挥部驻地。94年前，那石破天惊的第一枪就
从这里响起。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长王小玲说，纪念馆于
1959年建成并对外开放，60多年来，先后有2000
多万人次的观众走进这里，追寻那逝去的枪声、飘散
的硝烟，追寻那凝聚在“八一”军旗下的光荣与梦想。

1927年的中国，处处笼罩着白色恐怖。随着
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由国共两党合
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为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临时中央在
武汉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
派周恩来赴南昌，组织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

7月27日，起义领导人在江西大旅社召开会

议，成立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
彭湃任委员。会议决定于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保管科科长、副研究

馆员刘小花说，后来起义时间推迟到８月１日凌晨4
时，但因起义时间泄露，前敌委员会决定将起义提前
两小时举行。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城头的枪声骤然响起。

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
伯承等率部举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
歼敌3000余人，起义部队占领了南昌城。
8月1日9时，在南昌城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人

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选举宋庆龄、邓
演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革命
委员会任命贺龙为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
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命令张发奎、朱培德向南昌

进攻，起义军按原计划向南挺进。8月3日至5日，
起义部队先后撤离南昌。
由于起义没有认识到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

再加上敌众我寡、劳师远征、战略失误等原因，到9月
下旬，起义部队在广州潮汕地区遭强敌围攻，主力被
打散，起义宣告失败。保留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在
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战到粤赣湘边界地区，后来上
了井冈山，另一部分转入海陆丰地区继续斗争。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

部，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
两军的会师，壮大了中国革命的武装力量。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意义是伟大的。”

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史波波说，南昌城头的枪声，像
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
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
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
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
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后来，8月1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90多年来，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

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
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

据新华社南昌2月1日电

■本报记者 宋德松

“俺两口子早就定好今年在天津过
年了。”走进和平区环境卫生管理城市垃
圾管理所的休息室，碰到正在休息的垃
圾箱管理员任顺明。45岁的任师傅来自
河北邯郸，他和妻子共同负责和平区南
营门街文化村社区片分类垃圾箱的管理
工作。
“我觉得政府提倡就地过年挺好的。

老家有父母、有哥哥，我打算过年时来个视
频通话，过年了，咱也‘时髦’一下！”任顺
明从口袋里摸出手机，边说着边向记者展
示着微信里的视频通话功能。

据和平区环境卫生管理城市垃圾管
理所所长高磊介绍，往年到了这个时候，
随着部分人群的返乡，垃圾数量会有一
个明显的下降，但今年这几天垃圾数量
不降反升，证明大家都就地过年了。如
此看来，春节期间的垃圾数量也会明显
增多。
“我们两口子既是垃圾箱桶管理员、消

毒员，也是垃圾分类宣传员、督导员。”任师

傅举起胸前的小牌牌，指着上面的“垃圾分
类，从我做起”八个大字，自豪地告诉记者，
“《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快两个
月了，我们带着条文做宣传很有底气。大
家对垃圾分类的支持参与积极性越来越
高，我们干着也痛快。只要垃圾不外溢、环
境不脏乱，居民也高兴，咱们就是再多跑两
趟也没有啥。”

说话间，夫妻俩又该出发去“巡视”自
己管辖区域的垃圾箱桶了。任师傅利落地
跨上电动三轮车，向记者演示着自己的“行
头”，他说：“你看，所里给我们配备了挡风
被、护膝、手套、头盔，两针疫苗也打过了，
冲洗垃圾箱桶有小型水泵，消毒有专用喷
雾器。”
“今年，大家都特别支持在天津过年，

我们要做的就是事事想在前面，绝对不能
拖后腿。”高磊告诉记者，“我们刚讨论过这
个问题，要想方设法把年夜饭弄得热闹、热
乎。不管到时候是分开小聚还是大团圆，
我们都要出去转一转，在服务居民群众欢
乐祥和过年的同时，我们也要让环卫队员
们欢欢喜喜过个年！”

■本报记者 苏晓梅

“经过勘查，漏水点位是一根直径
400毫米的主管与支管连接处的三通，
但在图纸上看，这下面还有通讯电缆和
路灯电缆，旁边的树也很碍事，不好
修。”自来水集团第三营销分公司外网
抢修组组长方滨说。

日前，南开区晋宁道淦江西里居民
通过供水服务热线 96655 反映，小区
15号楼突然全楼停水，小区路面有清
水喷出，已经结冰。接到报修，属地自
来水集团第三营销分公司抢修人员也
很快到达现场，并关闸止水、撒盐清冰，
随后对漏水点进行排查，很快找到漏水
原因。

当晚津城十分寒冷。为了躲避通讯
管线，留出足够维修空间，方滨带领着抢
修人员在刺骨寒风中，用挖掘机挖出一
个4米见方的维修坑。

水管就在电缆下方，维修人员需钻
到下面更换已经破裂的三通管件。由于
空间狭窄，抢修人员只能躺在坑道中实

施作业。
晚上10时，室外温度显示为-6℃，为

将管件螺栓紧固，维修人员脱去手套，将双
手泡在冰冷的水中。卡箍装好，他们的双
手已被冻得红肿。

凌晨3时，修复终于完毕，维修人员开闸
恢复供水，此时抢修已近9小时。

前段时间我市受严寒天气影响，不少
市民家中出现水表、水管结冻造成无法用
水情况。

据了解，今年冬季受寒潮影响，供水服
务热线96655电话量剧增，高峰呼入量达
每小时1993个，其中百姓反映冻管冻表问
题占80%，水务集团加密热线话务人员在
岗人数，确保百姓报修渠道畅通，日均派出
800人次抢修队伍和238车次抢修车辆保
障抢修，目前已解决各类冻管冻表问题
38940件。
“抢修压力下，天津水务集团迅速响

应，启动应急预案，要求极寒天气下要不分
分内分外、不讲权责分属、不讲费用价钱，
全力保障百姓安全稳定用水。”天津水务集
团供水管理部副部长姚慧健说。

垃圾箱管理员自来水抢修员

这一天，汉口天气异常炎热。
鄱阳街139号，一栋黄色的三层俄式建筑，二楼一个房

间的窗户却始终紧闭。
1927年8月7日，是一个镌刻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重

要日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3

个月后的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公开举起了“分共”的
屠刀，大革命全面失败。大革命中心——赤都武汉一夜间
风声鹤唳，神州大地笼罩在一片血腥和恐怖之中。

在这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中国革命该往何处去，成为
中国共产党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
紧急会议，明确前进方向。

原定于7月28日召开的会议，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交
通不便，会议代表难以到齐。最终，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
中夏、任弼时等21位代表参加了这次中央级别的紧急会议。

根据邓小平、李维汉等人回忆，确定当时会议是在二层
进行，但究竟是在哪个房间一直存在疑问。1980年，邓小
平重返会址时，站在会议的召开地，再三回忆，他提出会议
应该是在后房进行。
“由于当时时局紧张、交通不便，会议代表有的装扮成

农民，有的装扮成商人，由交通员分批秘密带入会场。”八七
会议会址纪念馆宣教部讲解员李岚指着阳台的窗户说，尽
管当时的天气非常炎热，可是为了会议的安全，这里的门窗

全都是紧闭的。中午代表们吃着干粮、喝着白开水，就在这
样的环境下开了一整天的会。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
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
义的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那句著名论断“以后要非
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光影透过通往天井的门缝，投射在陈旧的木地板上，画
出一道通往光明的直线。

在革命前途似乎已十分黯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在至暗时刻瞥见希望，
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人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在黑
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先后领导了秋收起义、黄麻起义、
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神州大地到处燃起武装斗争
的星星之火。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经
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逐步找到了一
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的道路。

风卷云涌，沧桑巨变。
如今这栋百年历史的红色史迹，以原址原貌呈现，陈列

的百余件文物、照片、珍贵的历史资料诉说着那段风云突
变、力挽狂澜的革命历史。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武汉，始终是一座英雄的城市，留
下无数英雄的史诗。

历史的车轮驶进2020年。疫情的“暴风眼”武汉，寒风
凛冽，阴冷潮湿。这里正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
这座“英雄之城”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在疫情
肆虐、全城紧闭的黑暗中，有一群“凡人英雄”挺身而出、不
畏艰险，他们的英勇壮举被时代所铭记。
“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

“人民英雄”张定宇这样说道。
在武汉抗疫的最前线，他拖着“渐冻”之躯，踩着高低不

平的脚步，与病毒鏖战、与死神较量、与时间赛跑，带领金银
潭医院的干部职工救治2800余名患者，为打赢湖北保卫
战、武汉保卫战作出重大贡献。

欣逢盛世，不负盛世。张定宇的身影也是所有奋战在
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公安民警、社区干部、志愿者们共
同的缩影。在这场风雨无阻的战斗里，他们携手前行、精准
防控，用生命的微光拧成一股攀向胜利的绳索，以实际行动
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

如今，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已成为武汉最著名的红色教
育基地。26岁的赵凯怡是一名社区工作者，临近春节的一
个休息日，她带着父母来到这里参观。“我的爸爸是一名老党
员，今天特地带他来‘打卡’。回顾近百年前的历史，走过极
不平凡的2020年，我更加深刻地体会我们国家经历的屈辱
与抗争、苦难与辉煌。”赵凯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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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始终是英雄的城市
——在八七会议会址聆听历史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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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八一广场夜景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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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红色遗址

八七会议会址外景

按原样进行复原陈列的八七会议会场

观众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