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年，他们补刻上196位烈士

歌声里 学党史 知党恩 跟党走
——我市各街道社区开展群众性歌咏系列展演活动

清明祭英烈 传承爱国魂
——市政协机关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缅怀英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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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丁小溪 胡浩 高蕾

清明至，祭英魂。
那一串串永不褪色的名字，璀璨

了历史的星空，标定了精神的坐标。
他们舍生取义，涤净旧日腥脏；
他们艰难求索，引燃真理之火；
他们扎根奉献，点亮温暖人间；
……
历史不会忘记，从1840年到

1949年，中华民族百年沉沦。
历史更加瞩目，从1949年到本

世纪中叶，中华民族百年复兴。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

复兴路。百年来，信仰在奋斗中淬火，
一代代革命先烈秉承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
命，赴汤蹈火、矢志不移，用鲜血和生
命书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凝聚
起亿万人民共创未来的磅礴力量。

追寻初心
清明前夕，巍巍武陵山，料峭山

风浸染着早春的轻寒。
1日一大早，冒着扑面细雨，贵州

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寨镇大
坪村的村民们自发前往公墓，将亲酿
的蜂蜜、精选的花枝摆放在一座黑色
墓碑前，深切缅怀他们的文书记——
大坪村驻村第一书记文伟红。

一年多前，在向深度贫困发起
的最后冲锋中，这位连续七年始终
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共产党员，
把整颗心、整个身都留在了这里，化
为一座精神的丰碑。

还是这片红色的热土。
86年前，刚刚经历了一次命运

大转折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四渡赤
水、遵义战役等一场场铁血鏖战中，
奋勇拼搏、义无反顾，英烈的鲜血染
红了黔山贵水。

时空变幻，英魂不灭。
回望百年，当最早的一批播火

者高擎起第一面鲜红党旗时，集结
于这面庄严旗帜下的革命先驱，便
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救国、兴
国、强国的征程中舍生忘死、前赴后
继，将功勋镌刻在祖国的大地上。

致敬英烈！
九原板荡的岁月里，他们坚贞

不屈，以铮铮铁骨守初心、以血肉之
躯担使命——
“你是郭亮吗？”

“我承认是总工会的委员长郭亮，
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
“说说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情况。”
“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有

一个。”
“你不说，我会严刑拷问的！”
“家常便饭。”
“我要砍你的头！”
“告老还乡。”
这是1928年 3月，年仅27岁的

共产党员郭亮被捕后，在敌人“法庭”
上的全部“供词”。

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因担心
郭亮在群众中的巨大影响，不及再审，便
将其秘密杀害，并将头颅挂起来示众。

鲁迅得知此事后，愤然挥笔写道：
“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

李大钊、蔡和森、邓中夏、赵一曼、
杨靖宇、刘胡兰……无数革命先烈为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头颅、洒
热血，勇往直前以赴之，筑起拯救民族
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

苍山巍巍，江水泱泱。
英雄们在绝境中的不屈抗争，撑

起了一个民族的苦难辉煌。
致敬英烈！
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和春潮澎湃

的改革时代中，他们鞠躬尽瘁，以赤子
情怀守初心，以忘我精神担使命——

2日清晨，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
屋脊”的西藏阿里地区，“守墓人”扎西
加措早早来到狮泉河烈士陵园，像往
常一样，查墓穴、扫墓道、清杂草。

在这座海拔4400多米的烈士陵
园里，97座墓地分别属于63名进藏
先遣连烈士和34名在建设阿里过程
中牺牲的烈士，其中就包括孔繁森。
“远征西涯整十年，苦乐桑梓在高

原。只为万家能团圆，九天云外有青
山。”这首孔繁森留下的诗篇，生动概
括了他在高原的工作状态：在藏十年，
由援藏到调藏，他为当地的发展呕心
沥血，倾尽所有。

雷锋、谷文昌、杨善洲、罗阳、黄大
年……无数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英
烈志士，将滚烫炽热的赤子之心投入
祖国建设事业中。

心有大我，行止如山一般巍峨；赤
诚报国，心胸如海一般辽阔。

从实现民族独立，到建设社会
主义，从掀起改革热潮，到决胜全面
小康，身处急难险重最前沿的，正是一
代代共产党人逆行而上、向死而生的
伟岸身躯。 （下转第5版）

初心长留天地间
——献给百年来奉献牺牲的中国共产党人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020年9月30日摄）。 新华社发

昨日是清明节，我市各行业干部群众500余人来到天津市烈士陵园，举行“清明祭英烈”活动，缅怀革命
英烈，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本报记者 张清

又是一年清明时。鲜花献英烈，
哀思祭忠魂。昨日，来自全市各界
500余名干部群众走进市烈士陵园参
加“清明祭英烈”群众性祭扫活动，缅
怀革命英烈，传承红色基因。

传承是最好的祭奠
9时刚过，祭扫仪式尚未开始，雄

伟庄严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已站满了
等待的人们，他们中有学生、革命老
兵、军队战士以及社会各界群众。大家
每人手捧一支鲜花，表情肃穆凝重。
人群中，来自中国民航大学飞行

分校的学生肖若禹站得笔直，凝望着
革命烈士纪念碑若有所思。“传承是最
好的祭奠。”肖若禹说，缅怀革命英烈，
不仅要学习他们矢志报国的爱国情怀
和勇于担当的崇高品质，还要将其融
入到今后的学习中，刻苦钻研飞行本
领，将来为祖国撑起万里蓝天。
北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周晓

军也是早早来到祭扫现场，等待祭扫
活动开始。在周晓军看来，弘扬革命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是对革命先烈最好
的缅怀。“作为服务退役军人的老兵，
一定要以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勤奋
工作，带领广大退役军人在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的新征程中再立新功。”

缅怀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9时 3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

祭扫活动正式开始。在场所有人向为
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事
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少先队员献
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4名礼
兵向烈士敬献花篮……
随后，所有人依次上前，瞻仰人民

英雄纪念碑并献上自己手中的鲜花。
看着一群象征着和平的鸽子飞过人民
英雄纪念碑，苗光明、兰健、吴健和三
位退役老兵感慨万千：“今天的盛世中
国，是无数英雄烈士用血肉铸成的；今
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辈用生
命换来的。和平来之不易，缅怀是为
了更好地出发！”
“不忘苦难历史，继续砥砺前行，

是对他们最好的礼敬。”天津市飞浪
智慧洗涤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衡飞
说，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退役军人，未
来创业路上将继续发扬不怕苦、不怕
累的精神，帮助更多退役军人完成人生转折。
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工务维修分公司的张婷

和杨亮也表示，继承革命先辈遗志，践行党员初心使命，为天
津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北辰区委

主办。仪式后，广大干部群众参观了革命烈士纪念馆，重温烈
士的英雄事迹。缅怀英烈祭忠魂，抚今追昔思奋进。
据悉，目前天津市烈士陵园存放着6918位烈士骨灰，每

年清明节期间，前来缅怀祭扫的社会各界群众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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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英烈

■本报记者 杜洋洋

人间最美四月天，踏青游玩好时节。清
明期间气温宜人，花开正好。作为气温回暖
后的第一个假期，市民出行热情高涨，我市
各景区景点繁荣有序，近郊游玩、踏青赏
花、红色旅游，成为不少市民的假期选择。

踏青赏花正当时
海棠、玉兰、桃花、丁香、梨花……节日

期间的津城，繁花盛开。记者走访各大景
区景点了解到，以“家庭游”为主要出游形
式的短途踏青赏花是这个假期市民出游的
显著特点。

大理道上的西府海棠、连翘、山碧桃，
睦南公园内的玉兰花、月季，还有常德道、
重庆道上，各种花卉争奇斗艳。节日期间，
五大道文化旅游区举办的“第七届五大道
赏花节”美不胜收，实力“圈粉”，前两日客
流量超过5.2万人次。
“景区周边设立的赏花节系列美陈，为

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拍照留念的网红打卡
地。各商户推出的赏花节限时优惠活动，也
成为市民和游客驻足景区的一大亮点。”景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西青郊野公园内则是海棠如雨、梨花
先雪、玉兰满枝头。春风拂面，阳光下，游人
尽情享受着春的气息。站在湖泊旁，市民刘
女士感慨道：“看着鲜花，还有这清澈的湖
水，感受到了春日里的清新、干净。”
这个假期，随着双街花卉博览园第二届

郁金香文化节的开幕，北辰区双街镇的郁金
香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赏。记者看到园
内250亩郁金香部分已经怒放。（下转第4版）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山清水秀风光美，山花烂漫惹人
醉。清明节小长假前2天，蓟州区13个景区、37家宾馆酒
店、1544户农家院，共接待游客24.63万人次，同比增长
360%左右，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3429.6 万元，同比增长
450%左右，游客主要来自京津冀地区，分别占10%、75%、
10%左右，其他5%的游客来自山东等地区。
在美丽的盘山景区，这里正值庙会举行期，上演了精彩的

舞狮、杂技、歌舞、戏曲等，还有蓟州农品、蓟州礼物、蓟州老字
号地方特色小吃。从天成寺到山顶挂月峰旅游线路全部开通，

游客或乘坐缆车或步行登顶，两天来，该景区共接待游客3万多
人次。在黄崖关长城景区，山桃花竞相开放，游客一边攀登长城，
一边欣赏美景，格外惬意，两天来，该景区共接待游客1.1万人次。
在梨木台景区，这里青山秀水，还有2000多米的木栈道，游客欣
赏美景更加舒适方便，两天接待游客8000多人次。

农家院旅游是蓟州区旅游主打特色，全区1544户农家院
前2天共接待游客4.58万人次，旅游直接收入753万元。区文
旅部门提前帮助经营户搞好明厨亮灶，确保食品安全；减床扩
厅，扩大游客活动面积；全面搞好疫情防控，确保游客安全。下
营镇常州村、团山子村，穿芳峪镇毛家峪村、小穿芳峪村等游人
如织，一片欢声笑语。与此同时，蓟州区疫情防控毫不放松，在
各景区、酒店宾馆和农家院，测温、扫码、登记一项都不落下，确
保疫情防控和旅游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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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假期正是
人们踏青赏花的好
时节，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樱花大道
毗邻泰达城市花
园，市民趁假期携
亲朋好友来此踏青
赏花，好不惬意。

本报记者
王涛 摄

蓟州区山花烂漫迎八方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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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我留在这春天里
——追记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
天津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徐胜球

假日经济真 彩

■购精品尝美食
津城商圈人气足

■车站机场人气满满
假期出行升温明显

■滨海新区“上演”
系列春日主题活动

■假期前两日和平区旅游
综合收入近9000万元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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