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徐雪霏

“……狂澜四面严相逼，群生彼岸须舟
亟。方舟负任一何重，方舟造境一何逆！”
这是1924年，于方舟在国民党一大会议召
开期间写下的《方舟歌》，在诗中，他正式将
自己的名字“兰渚”改为“方舟”。写下这首
诗时，于方舟年仅24岁，他将自己化为“渡
人之舟”，誓要将这“负任方舟”的崇高理想
与信念刻骨铭心。于方舟的外孙阎晓明
说：“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方舟的那一刻
起，他就已经做好了为更多人的幸福而牺
牲自己的准备。”

于方舟原名于兰渚，字芳洲，1900年9
月15日出生于直隶省（河北省）宁河县（现
为天津市宁河区）俵口村的一个农民家
庭。于方舟在家排行老九，上面还有四个
姐姐、四个哥哥。父母对这个小儿子疼爱
有加，对他寄予了“耕读传家”的厚望，并为
他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兰渚”。

于方舟生于战乱年代，民不聊生的凄
惨景象深深触动了他。在家乡读小学时，
他最爱听老师讲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民
族英雄的故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
命思想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辛亥革命
后，他是全村第一个剪掉发辫的人。

1917年，于方舟考入直隶省第一中
学。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
他十分振奋，到图书馆寻找有关俄国革命
的书籍和报刊，认真钻研，刻苦学习。同
时，他还和安幸生等进步学生讨论国家大

事，并互相鼓励，向往着祖国的未来。当时，
学校创办了《进修》周刊，聘请他为该刊的编
辑员。他撰写的《蠢矢录》，深刻揭露了社会
豪强依仗权势、欺压善良的罪恶行径。面对
军阀混战、神州破碎、百姓饥荒的凄惨景况，
他忧心如焚，决心以天下为己任，拯救祖国，
拯救人民大众。
五四运动爆发时，于方舟勇敢地投入到

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当中。天津学生联合会
成立后，他被推选为天津学联评议部的评议
员及学联出席各界联合会的代表，负责组织
天津各界示威大游行等活动。在声势浩大
的游行活动中，他对群众进行演讲时说：“同
胞们，让我们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打倒帝
国主义！帝国主义必将灭亡！”他的演讲生
动深刻，慷慨激昂，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
国、妄图灭亡中国的罪行，以及北洋军阀卖
国的事实，使广大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
巨大的鼓舞。
五四运动后，在天津进步学生中间掀起

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在新思潮
的影响下，天津的一些进步团体相继成立。
1919年9月，于方舟与韩麟符、陈镜湖等人发
起成立了新生社（位于今和平区建设路芸芳
里2号）。1920年4月1日，新生社创办了《新
生》杂志，和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一起，为
团结天津进步青年、传播革命真理共同开展
斗争。1920年1月29日，于方舟和周恩来因
组织学生上省署请愿而被捕。在狱门铁窗之
内，他们并肩战斗了整整170多个日日夜夜，
最终于1920年7月得到释放。周恩来在狱中

编写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两部珍贵
的史料中，57次提及战友于方舟，平实的字
里行间，流露着欣赏。

1920年秋，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新生社
改组为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研究会
是天津早期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基
础，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后来大都成为天津地
方党组织的骨干力量。

1922年，于方舟考入南开大学文科。
1923年，经李大钊介绍，于方舟加入中国共
产党。1924年1月，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
加国民党一大，同毛泽东等人一起当选为中
央候补执行委员，参与领导第一次国共合
作。9月，他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区委的领导
下，成立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担任书
记，成为天津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在五卅
运动中，于方舟领导了天津工人的罢工斗争，
有力地推动了国民革命事业的发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于方舟以中共顺
直省委组织部长的身份领导了冀东第二次玉
田暴动。10月底暴动失败，他率部突围，不
幸被俘。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
1928年1月14日，于方舟被敌人枪杀在玉田
城南门外，年仅27岁。

采访时，阎晓明拿出一张于方舟的照片，
他说，虽然他与外祖父的相识仅仅是通过这
样一张照片，但外祖父深邃而坚定的目光让
他至今难忘。作为革命先烈的后人，于方舟
的爱国精神深深影响着他，“作为中国人，应
该永远把爱国这份责任担在身上，不管你是
什么地位、什么职业的人，应该像当初的他们

那样，不计较也不顾及自己是不是人微言轻，
只要去做，就可以让我们的民族一步步强大
起来。要弘扬崇高的理想与信念，不管生活
条件有多少变化，理想信念是不能放弃的。”

一百年前，一叶红船从嘉兴南湖驶出，引领一个民族书写救
亡图存的壮丽史诗；一百年后，红船驶过的地方，红色土地换了
人间。历史的宏大画卷，常在不经意间开篇。1921年，浙江嘉兴
南湖，中共一大代表陆续从上海来到这里，挤在船舱里，继续着
在上海石库门肇始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庄严宣告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这艘画舫因而有了一个永载史册的名字——红船。

这次会议的意义不言而喻。在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
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党
的中央领导机构。

到新中国成立时，一大代表们当年乘坐的画舫已难觅踪
迹。1959年，南湖革命纪念馆开始筹建，在多方考证和细致
还原后，送往北京的船模得到了认可。经过紧张施工，“中共
一大纪念船”在蓝天秀水间重现。1964年，一大代表董必武
重来南湖，登船时感慨万千，赋诗曰：“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
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濛访旧踪。”

100年劈波起航，100年峥嵘岁月。如今，这片红船起航
的沃土上人民生活富裕小康，处处生机盎然。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的特殊时刻，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的今天，如何弘扬“红船精神”？
“红船是一种精神的象征。红船精神集中体现了我们党

的建党精神，这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红船精神凝聚了实现中
国梦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原
执行主任陈水林说，“前进的道路绝非坦途，越接近胜利和成
功，面临的考验也越严峻，激流险滩依然不可避免，勇于担当
作为仍然是时代的呼唤。”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习近平总书记说：“百年
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
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
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胸怀千秋
伟业，恰是百年风华。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
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红船从历史的深处驶来，也必将继续见证气壮山河的惊
雷巨澜。 据新华社杭州2月21日电

红色津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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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方舟：以己为誓，负任方舟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红船之上回望百年，驶向未来

于方舟资料照片 阎晓明提供

最特殊的“团圆”
21日一早，市民任丽娟向物业人员出示

绿码后走出小区。“我去买点菜，家里吃的都
有，但是解封了走出来心情真的特别好。”任
丽娟难掩喜悦。
大门外，市民周春燕正在扫码。“我在医

院上班，已经一个多月没回家了。昨晚看到
调整为低风险的消息，我激动得一晚上都没
睡着，终于能跟家人团圆了。”她说。周春燕
一大早就开车出发，一路顺畅，沿途已没有交
通管控点。
在东昌区团结街道东岭社区，57岁的社区

书记刘凤艳正着手解决居民家中下水堵塞问
题。前两天，儿子于昊辰来社区找她回家，刘
凤艳拒绝了。从1月12日起，她已经在社区办
公室住了一个多月，而她家距此不到200米。
“其实感觉特别对不起儿子。”刘凤艳有

点哽咽。于昊辰是一名军人，驻扎在内蒙古，
已经两年没回家了。年初，他好不容易休了
探亲假，想跟父母好好过个年，没想到家乡出
现疫情，连母亲的面都没见到几次。疫情最
严峻的那段时间，于昊辰和父亲于成忠也加
入志愿者团队，送物资、做消杀，一家三口以
特殊的方式“团圆”。随着疫情好转，于昊辰
也即将返回部队。
“心里不是滋味，谢谢儿子和爱人能理解

我、支持我。”刘凤艳忍住眼泪，“我不允许自
己不坚强，我必须坚守到最后的胜利。”

病房里的歌声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

季……”不久前，在通化市中心医院感染病
区，3个女孩正在排练，她们一边唱歌一边
做手势，打算把这个节目献给为她们治疗
的白衣天使。如今，她们已悉数出院。
“看着他们逐渐康复，是我们最快乐的

事。”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肺病科副主任
仕丽说。

作为中医救治组组长，仕丽每天上午都
要进入病房为患者进行一对一问诊，制定个
体化诊疗方案，一直工作到下午5时，看着患
者都把中药喝完了才能放心离开。

仕丽的爱人非常担心她，总想再多叮嘱
她几句。很少有人知道，仕丽的脾脏已经切
除，是一名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
自身免疫力很差，感染风险要高于一般人。

无人机再起飞，烟火气回来了
贾宏远和家人在东昌区经营着一家潮汕火

锅店，疫情出现后，餐饮业全部关停，她和店里15
名工作人员没有了收入，日子有些难熬。通化市
全域低风险后，餐饮经营场所堂食服务依然暂
停，但贾宏远看到了希望的曙光。21日，她来到
店里着手准备复工事宜。“我想先动起来，期待全
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那一天。”贾宏远说。

鲁春梅是通化万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员
工，21日一大早，她在家门口的班车点等候上
车。截至20日，通化市重点企业复工率88.8%、
复产率74.55%。一切正逐渐重回正轨。

一架无人机缓慢升空，通化视频媒体人宇
轩正熟练地进行操作。一个月前，他通过无人
机记录下通化市空无一人的街道。如今无人
机再次飞起，街路已车流穿梭；露天集市上，卖
苹果的商贩正为顾客称重；洁白的雪地上，穿
着红棉袄的小姑娘正与家长跑跳打闹……
“暂停”的通化，正在“重启”。久违的烟

火气，真香！ 据新华社长春2月21日电

据新华社石家庄2月21日电
（记者 冯维健 杜一方）记者从21
日召开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月22日起，石家庄市全域均为
低风险地区，随着疫情逐渐向好，
石家庄有序恢复餐饮堂食经营，全
市各级公共文化场馆和体育馆恢
复开放。

据新华社石家庄2月21日电
（记者 冯维健 杜一方）记者从21
日召开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月22日起，石家庄市对分区分级
管控措施进行调整，藁城区全域调
整为低风险地区，新乐市解除区域
封闭管理。至此，河北省中风险地
区“清零”，全省所有区域均为低风
险地区。

据石家庄市副市长蒋文红介
绍，1月19日，藁城区报告最后1例
社区筛查确诊病例，已符合《河北省
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标准实
施精准管控措施的实施方案》中“低
风险地区连续14天内无新增社区
筛查确诊病例”这一标准。2月21
日，藁城区进行了全员核酸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

聚焦疫情防控

久违的烟火气，真香
——吉林通化迎来全域低风险

2月20日22时起，吉林省通化市
将东昌区5个中风险小区调整为低风
险地区，东昌区全域同步调整为低风
险地区。至此，吉林省中、高风险地
区全部“清零”。
1月11日，吉林省通报出现4例输

入性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通化市
陆续出现1人感染144人的“超级传
播”，东昌区一时间成为高风险区，防
控形势骤然紧绷。艰苦奋战了一个
多月，春回大地之时，通化市终于迎
来了“疫后重生”。

河北省中风险地区“清零”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记者 梅世雄）记者从国防部获
悉，2月20日，中印两军在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中方一侧举
行第十轮军长级会谈。

双方对前期班公湖地区一线兵力实现脱离接触给予积极
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进展，为解决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
区其他问题提供了基础。双方就西段实控线地区其他问题坦
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遵照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
保持沟通对话，稳控现地局势，稳步有序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
解决方案，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

中印第十轮军长级会谈举行

2月21日，成都至俄罗斯圣彼得堡的首趟中欧班列
从成都国际铁路港驶出。 新华社发

成都首发至圣彼得堡中欧班列

石家庄市恢复餐饮堂食

据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记者 张辛欣）工信部21日发
布数据显示，2021年春节假期（2月11日至2月17日），移动互
联网流量达到357.3万TB，与2020年春节7天相比增长
23.4%。云上互动、娱乐、购物等云上方式受到青睐。春节假
期的数字“洪流”，你感受到了吗？

工信部数据显示，春节拜年、娱乐方式及消费模式继续向线
上转移，“云端过节”、网购年货等成为新潮流，拉动移动互联网流
量快速增长。除夕和初一两天的移动数据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28.7%和26.1%。优酷平台数据显示，1月28日到2月16日，上网
刷剧观影人次同比增长20%；拼多多数据显示，1月以来，拼多多
蔬菜水果、肉禽蛋奶等生鲜产品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20%。

移动流量同比增23.4%

感受春节假期的数字“洪流”

▲2月21日，在山东省临沂市郯
城县沭河滨河公园，一名小女孩在家
长的陪伴下放风筝。

�2月20日，在甘肃省陇南市的
滨江湿地公园，小朋友在玩耍。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长沙2月21日电（记者 帅才 姚羽）近年来，随
着通过整容改变形象的人数增多，学生假期整容热也逐渐兴
起，因整容而起的纠纷呈上升趋势。

记者近日走访湖南多家医疗机构整形美容科了解到，寒
假期间，咨询整容、美容的学生增多。专家建议，学生做美容
不要盲目跟风，要知道任何手术都有风险，要充分考虑整容手
术可能引发的并发症。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烧伤整形美容科主任王先成介绍，
每逢假期，就有很多学生到医院来就诊，要求做美容整形手
术。学生整形热衷于五官整形，比如重睑术、隆鼻术、垫下巴、
丰胸、抽脂等项目。还有一些年轻人希望通过“微整形”修饰
外貌、改善体态。王先成提醒，“微整形”不代表“无创美容”，
割双眼皮、抽脂等微创手术都属于医疗范畴，需慎防风险和并
发症。王先成指出，整容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

专家提醒寒假学生整容别冲动

又
是
一
年
好
春
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