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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北方红旗”高高飘扬

《新青年》唤醒新青年

—— 探寻中共中央北方局 1927 年开展工作印记

①

②
①②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周边

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图）

■ 本报记者 刘雅丽
1927 年，北方，
风云激荡。
这年 9 月下旬，天津旧日租界松岛街神户里，一户人家
的二女儿刚满月，
亲朋好友登门贺喜……
人们对此司空见惯，
人员聚集平淡无奇。然而贺喜是假，
开会是真，
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正在秘密召开。会议传达

了八七会议精神，
改组了顺直省委，
确定了北方工作的方针。
耀华中学游泳馆位于营口道与山西路交口。过路口顺
公开资料显示，此前的 8 月 1 日，顺直省委在英租界三
山西路奔南京路，路边闪过一栋栋绛红色教学楼。90 多年
安道耀华里成立，以代替之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北方区委工
前，顺直省委正是在这一带领导北方人民与帝国主义和封
作。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建军阀展开斗争。昔日先辈奋斗的地方，今日已成知识的
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殿堂。在这里，莘莘学子饮水思源，牢记历史，将来成为国
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此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
之栋梁。
中共中央北方局，以领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9 月初，北方
哈密道与南京路交口西侧，一片绿地上竖着“和平空竹
局在京成立。9 月下旬的这天，北方局书记王荷波来津主
园”的牌子。71 岁的李大爷正在园内健身，他住静园社区，
持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并宣布将会议改为改组会议。
“我家三代人都住这儿，这地儿早先有个小区叫四箴南里，里
改组会议旧址松岛街神户里位于今南京路与哈密道交
头四五条胡同，都是住户。”老人指着园内靠近汇文中学的一
口西侧一带，顺直省委机关旧址三安道耀华里大致位于今
角回忆，
“那儿还有个游泳池，我小时候老来游泳。”听说历史
山西路耀华中学游泳馆所在位置。
上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曾在此秘密召开，老人感叹幸福生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内展示着前述两处旧址照
活来之不易，应好好珍惜。
片，这座位于黑龙江路与滨江道路口附近的二层小楼，在展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 革命先辈为国家抛头
室内以“高擎不倒的北方红旗”为题，介绍了北方局始建与
颅洒热血，我辈更应奋起，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重建过程。从 1924 年到 1935 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北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回到中共中央北方
方局多次撤销与重建。在此期间，北方局、顺直省委、河北
局旧址纪念馆，一本留言簿写满报国志、爱国情，来自杨柳青
省委、中央驻北方代表发动和领导北方人民开展斗争。
一中的马宏镇和静文高级中学的刘瑞祥年初留言：
“ 思前夜
改组会议后，在党的领导下，
玉田农民举行暴动。虽然
先辈献身，看吾辈今朝自强。”
暴动最终失败，但沉重打击了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1927
年 11 月，
北方局撤销。
如今，山西路、哈密道、黑龙江路……这一条条毗邻商
圈、学校的道路仿佛一条条奋斗之路、传承之路，讲述着历
史，见证着发展。

红色津沽

106年前，
一本名叫《青年杂志》
（后改名《新青年》
）的书刊在上海
创办，
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在中国革命史的地位举足轻重。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的变化令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要
救中国，首先要进行思想革命。救亡图存的希望在青年，而青年的
希望在先进的思想。
《新青年》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中央档案馆收藏着这本难得一见的创刊号。这份杂志版面
16 开本，
封面设计引进了西方美术和印刷先进技术，格外醒目。
杂志上半部为一张长方形图片：
一群并肩而坐听课的青年，图
片中标有法文刊名
“LA JEUNESSE”
，为
“青年”
之意。
发刊词《敬告青年》写道：
“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
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
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青春有为、奋发昂扬的气息，
跃然纸上、扑面而来。
一年后，
《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李大钊发表《青春》一
文，大声疾呼：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
民族……
伴随着销量飙升，并且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反
对封建伦理道德、呼唤人性的觉醒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青
年》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
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
门，对一代中国青年的影响更是无法估量。
当时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后来在延安
对美国记者斯诺这样谈到《新青年》“
：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
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
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
“新声社”
恽代英等人在给《新青年》的信
中写道：
“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
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
……
《新青年》杂志的文章及后来的五四运动，惊醒了整个时代的
青年。
《新青年》崇尚的自由、进步、民主、科学等历史命题，让无数
爱国青年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巨大能量，开始了救国复兴之路的艰
辛探索。
百余年来，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日夜兼程，用奋斗凝聚起一
个活力四射的青春中国。
一百多年前，民穷国弱，
山河破碎。无数优秀青年饱怀爱国主
义、与时俱进的精神，
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而强大的中国，贡献青
春与汗水，乃至抛头颅、洒热血。
如今，建党百年之际，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开启
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
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8 日电

“卢沟醒狮”巍然耸立
宛平城，
北京丰台区一座兴建于明朝的古城，
虽历
经多次修复，
城墙上依然布满了密集的枪眼与弹坑。
这座古城见证了 80 多年前那场夜幕下的腥风
血雨：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悍
然向卢沟桥和宛平城发起猛烈进攻，日本全面侵华
战争爆发。
激烈的枪炮声，打破了宛平城的宁静，也唤醒了

守卫卢沟桥的 29 军抵抗日本侵略军入侵（资料照片）

中华民族抗击侵略的战斗意志。
如今，战争的硝烟已散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广场上，象征中华民族觉醒的大型雕塑“卢沟醒
狮”巍然耸立。
“卢沟桥的炮声成为中华民族抗战总动员的号角，
整个中华大地到处都是抗日的怒火。这种排山倒海、
勇往直前的力量，唤醒了沉睡的民族魂魄。”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员李庆辉

驻守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奔赴卢沟桥抵抗日军（资料照片）

1 月 29 日拍摄的卢沟桥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发

老支书毛相林的
“新春三事”
作为“时代楷模”代表，毛相林刚在除夕夜的央视牛年
春晚上给全国人民拜了年，大年初一就急着赶回了 2000 公
里之外的家乡。新春来临，他要赶快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拜年。这位重庆市巫山县下庄村党支部
书记，从北京赶回下庄村时，已是初一晚上。第二天，正月
初二，他早早出门，给村里五六户儿女在外打工、留守在家
的老人拜了年，下午又来到 70 多岁的刘恒育老人家里。一
进门，他又想起老人的女婿沈庆富，想起 20 多年前村里人
一起修路的场景。
1997 年，毛相林 38 岁，作为下庄村的当家人，他下决
心带领村民在悬崖绝壁上修一条公路。
下庄村位于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被四面千米高山绝
壁合围，犹如位于井底。当时唯一的出村路，是一条“108
道拐”
的古道，
去县城一来一回至少要 4 天。
那时，
村里人果树不敢种多了，
猪也不敢多养一头，
因为
不通车，
村里的土货根本运不出山。近400名下庄村民中，
近
一半人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
年复一年地在
“井底”
穷熬着。
“咱不能一直当穷汉，就算再难，我也要带头冲一冲。”
毛相林在村民大会上给大家鼓劲，
“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
一丈长一丈。这辈人修不出路来，下辈人接着修，抠也要抠
出一条路来。
”
路开工了，
几乎全村的青壮年都带着工具和干粮上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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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刘恒育的女婿沈庆富也来了。为了早日修通公路，毛相
林和村民白天干活、
晚上睡山洞，
在山上一住就是几个月。
修路第三年的夏天，因在外务工的妻子回村探亲，沈庆
富找到毛相林请完假，准备在下山前再凿几块石头。突然，
头顶上方落下一块巨石，将他砸入几百米深的山谷。
沈庆富遇难时只有 26 岁。5 年后，8 公里长、2 米多宽
的机耕道终于修通。为了这条路，下庄村用了整整 7 年时
间，牺牲了 6 名村民。
后来，
逢年过节，
毛相林常去这些兄弟的家里坐一坐……
第二件事是抓柑橘产业。大年初五，毛相林主持召开
了村组干部会，安排今年开春的工作。要抓紧落实的头等
大事，就是柑橘的剪枝管护。
柑橘是伴随公路修通发展出来的新产业。2004 年公
路通车时，下庄村还戴着
“贫困帽”
，大多数村民生活在贫困
线下。毛相林明白，要想脱贫致富，光靠路还不够，得搞出
像样的产业来。
他请来农业专家对下庄村的土壤、气候、光照等进行全
面考察评估，最后确定发展柑橘、桃、西瓜三大脱贫产业。
县里也派来了果树栽种技术专家，手把手培训村民。
经过几年的悉心培育，
全村650余亩柑橘产业初见成效。
2015年，
下庄村整村脱贫；
2020年，
全村人均收入超过1.3万元。
今年春节前，柑橘集中上市，
目前下庄村柑橘收入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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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多万元。毛相林说，现在果贩的车能直接开到村里，最多
一天卖出去好几万斤。
看到去年的好收成，毛相林也想让柑橘的品质和产量
再上一个台阶。眼下，一些在外务工的村民回村过年，正是
一年中壮劳力最多的时候，也正当柑橘剪枝的农时。年还
没有过完，毛相林就和农业技术员一道挨家挨户走，指导村
民剪枝。
第三件事是抓乡村旅游。在毛相林眼中，乡村旅游就是
下庄村振兴的方向。春节假期前几天，每天来村里的游客不
下 200 人。而现在村里只有 3 户农家乐，旅游接待条件还没
有跟上。他算过一笔账，农家乐一天接待一桌客人，就能收入
200 多元，还能进一步拓宽村里农产品的销路。他说，在相关
扶持资金的支持下，村里有接待能力的 30 多户，今年都有望
把农家乐开起来。
于是，毛相林决定在大年初八晚上召开一次群众院坝
会。会上，他要和村民一起商量，今年怎么把村里的乡村旅游
搞得更红火。为了把这次会议开好，他与支委们积极酝酿。
毛相林说，今年村里还将有个大动作，关掉各家的猪圈，
找块地集中养猪，安装环保处理设施，改善村里的人居环境。
和当年修路、种柑橘一样，
这个提议也得到了村民的支持。
在下庄村当了 40 多年村干部的毛相林，在这个春天，又
要大干一场了。
新华社重庆 2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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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毛相林（中）和下庄村村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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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庄村通往外界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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