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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假期第二天

现场祭扫群众达3000余万人次

新华社开罗4月3日电（记者 汪
强 李碧念）埃及政府3日晚在开罗举
办盛大游行活动和交接仪式，将现藏
于埃及国家博物馆的22具古埃及法
老和王后的木乃伊转移至埃及文明博
物馆，以打造新的旅游热点。

埃及总统塞西、总理马德布利、旅
游和文物部长阿纳尼等出席了当晚在
埃及文明博物馆举行的交接仪式。现
场还举行了阵容强大的文艺演出，埃
及知名交响乐团、多位著名歌星和艺
术家到场献艺。

记者从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提供的直
播画面看到，随着军乐队伴奏响起，当地
时间20时10分许，22辆金色定制花车
载着木乃伊在警车护送下缓缓驶出埃及
国家博物馆。20时30分左右，花车抵
达埃及文明博物馆，现场鸣礼炮21响，
塞西亲自到博物馆门口迎接。

据了解，搬入新家的包括拉美西斯
二世在内的18具男法老、哈特舍普苏特
女王及3具王后的木乃伊。

当天早些时候，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总干事阿祖莱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秘书长波洛利卡什维利的见证下，塞西
宣布埃及文明博物馆正式启用。据悉，
该博物馆主厅将于4日对外开放，存放
木乃伊的大厅将于18日对公众开放。

长期以来，古埃及文物主要在始建
于1858年的埃及国家博物馆展出。为
吸引游客打造新景点，近年来埃及政府
又新建了大埃及博物馆和埃及文明博物
馆。根据规划，与古埃及著名法老图坦
卡蒙相关的文物将集中搬至大埃及博物
馆，王室木乃伊则转移到埃及文明博物
馆展出。

22具古埃及法老和王后的木乃
伊3日“集体搬家”，从埃及国家博物
馆转移至新建的埃及文明博物馆。埃
及政府封锁尼罗河沿岸道路，由一支
金色车队小心护送木乃伊前往新址，
并通过电视和流媒体直播全程。

小心护送：减震！
3日晚，埃及警方在首都开罗街

头加强安保，封锁多条干道和交叉路
口，以便一支搭载这批木乃伊的庞大
车队从埃及国家博物馆驶抵7公里外
的埃及文明博物馆。

这批珍贵木乃伊包括古埃及18
名男法老、3名王后和唯一女法老哈
特舍普苏特，多数来自新王国时期。
有历史学家认为，新王国时期年代上
大体相当于中国商朝时期，堪称古埃
及最鼎盛、最辉煌的时期。图特摩斯

三世、拉美西斯二世等著名法老的木乃
伊均在这批运送之列。

为运送这批木乃伊，埃及方面专门
定制一支金色车队，加装减震装置，不怕
路面磕碰。埃及考古学家扎希·哈瓦斯
介绍，装载木乃伊的特制棺材内填充氮
气，也是为了起到保护作用。

这些车辆造型精美，配有翅膀、法老
标志等图样，设计灵感来自古埃及运送
法老遗体的木船造型。

伴随这支游行车队，埃及知名交响
乐团、多名歌星和艺术家献上盛大演出，
在电视和流媒体直播中吸引了众多海内
外观众。

安全抵达：瞩目！
大约半小时后，车队抵达埃及文明

博物馆。现场鸣礼炮21响，埃及总统阿
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亲自在博物馆门

口迎接。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世
界旅游组织等多个机构的官员出席当天
仪式。

这22具木乃伊均来自埃及南部古
城卢克索。19世纪以来，考古人员分批
发掘木乃伊，沿尼罗河将它们航运至首
都开罗，存放在始建于1858年的埃及国
家博物馆。

埃及近年新建大埃及博物馆和埃及
文明博物馆。按照规划，著名法老图坦
卡蒙相关文物将搬到大埃及博物馆，法
老木乃伊则搬到埃及文明博物馆。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顾问瓦利德·巴
图提介绍，埃及文明博物馆拥有储存和
研究木乃伊的“更好条件、更先进实验
室”。埃及古物学家萨利玛·伊克拉姆
说，这座博物馆可以提供更精准的温度
和湿度控制。

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南京4月4日电（记者朱国亮杨绍功）4日凌晨，沈
海高速k898公里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已知造成11人死亡。

4月4日晨1时许，沈海高速k898公里处，一辆大货车
（辽 B-3Y69 挂）穿越中央护栏后与一辆大客车（沪 D-
L4452)发生碰撞，造成大客车翻车，现场交通单向中断。其
后，后方2辆货车又相继发生追尾碰撞。

记者从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盐城市公安局等多个部
门核实了解到，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受伤人数仍
有待统计。经现场人员初步核实：大客车（沪D-L4452)为上
海市至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的班线客车，车辆所属公司为
上海新大都客运有限公司，车辆相关资质证件合法有效。肇
事货车未超载，横穿中央护栏原因尚有待调查。

新华社杭州4月4日电（记者黄筱）记者4日从浙江省海
事部门获悉，4日凌晨4时28分浙江省海上搜救中心接报，一
江苏籍渔船“苏启渔03434”在舟山外海海域沉没，20人遇
险，救起的16人中12人无生命体征。

接报后，浙江省海上搜救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迅
速组织各级搜救力量前往事发水域开展搜救。截至13时，已
组织调派“海巡22”“东海救112”“中国渔政33021”“中国海
警2304”等公务执法船艇10艘、直升机1架、固定翼飞机1架前
往事发水域开展搜救，协调附近“苏响渔01818”“浙普渔
68188”“浙普渔68113”“浙普渔68902”“浙普渔44155”“浙普
渔运38983”等20艘渔船参与救助。

目前，20名遇险人员已救上16人（经现场搜救力量核
实，其中12人无生命体征），另仍有4人失联。现场搜救工作
仍在全力进行中。

据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记者高蕾）今日清明，民政部发
布消息，据统计，4月4日全国各地开放现场祭扫服务的殡葬服
务机构33062个，开通网络祭扫平台1308个，参与服务保障的
工作人员47万余人。当天接待现场祭扫群众约3527万人次，
疏导车辆约644万台次，登录网络祭扫的群众约378万人次，
比第一天分别增加了82.5％、96.9％和104.3％。

22具法老和王后木乃伊“搬入新家”

埃及文明博物馆迎“贵客”

隆重！“法老的黄金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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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海高速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已知造成11人死亡

浙江舟山海域沉没渔船

救起16人中12人无生命体征

国际微讯

据新华社雅加达4月4日电（记者 余谦梁 郑世波）印度
尼西亚国家抗灾署4日傍晚向媒体通报，印尼东努沙登加拉
省当天凌晨发生洪灾，目前已造成41人死亡、27人失踪。

印尼国家抗灾署说，东努沙登加拉省东弗洛勒斯县的多个
乡镇4日凌晨1时左右突降暴雨，造成河水漫堤和洪灾。灾区
数十所房屋被洪水冲走或被泥浆掩埋，一座桥梁被冲垮。预计
本次灾害导致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还将进一步增加。

新华社华盛顿4月3日电 当地时间2日晚至3日凌晨，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市和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接连发
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7人死亡、4人受伤。

据美国媒体报道，2日午夜刚过，威尔明顿市一个室内聚
会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3日凌晨3时
许，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一条公路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男
一女死亡；此前数小时，乔治王子县事发现场以北约10公里
处，一名女子在一起枪击事件中死亡。

美国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7死4伤

印尼发生洪灾至少造成41人遇难

（上接第1版）
从公开战线，到隐蔽战线，从看得

见硝烟的战场，到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正是一群群“特殊
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青春换得江山
壮，碧血染将天地红”的浩然正气。

全民族抗战的同仇敌忾，渡江战
役的横扫千军，抗美援朝的英勇无畏，
抗洪抢险的勇往直前，抗疫斗争的逆
行出征，脱贫攻坚的尽锐出战……历
经百年风雨，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处处
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礼赞，处处都是
凯歌前行的豪迈宣示。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为
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
的烈士约有2000万。他们大多数是
共产党员，大多数无名无姓。有名有
姓的烈士只有196万。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
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1949年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
碑奠基礼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毛泽东宣读了他亲自起草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

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
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
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
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
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
垂不朽！”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决定，将9月30日人民英雄
纪念碑奠基日确定为烈士纪念日。

此后，每年的这一天，习近平
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会与各界
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

制定英烈保护法，设立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开展功勋荣誉表彰……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英烈保护工作，厚植全社
会铭记英雄、致敬英雄的良好氛围。

革命英烈，如同永不陨落的星辰，
照亮了夜空，照亮了大地，也照亮了民
族复兴的前行道路。

叩问初心
生命最后一个月，即便从院长变成

了病人，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也
从未放下过工作。

病床上，他不停地接打电话、回复
微信。

2个小时内改造门诊部；3天内完成
全院既有其他疾病患者转移；对西院区
整体改造并建好300张隔离床位……满
满当当的时间表，一刻不得休息，直到
生命的终点。
“他总是这样，忙到没有时间关心

自己的身体。”刘智明的同事、武昌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王珣说。

人生大事，莫重于生死。
面对这些危难关头尽职责、挑战面

前勇担当的共产党员，人们无数次地想
要寻找、叩问初心。
——生死考验下，是怎样的力量激

励着他们屡仆屡起、至死不渝？
“我们是贫贱夫妻，我们看王侯如

粪土，视富贵如浮云。我们不怕穷、不
怕苦。我们要安贫乐道。这个‘道’就
是革命的理想。”在生活极为艰难、随时
都有可能被捕牺牲的情况下，恽代英这
样告诫妻子。

他认为“主义”是一个“有力量的东
西”，愿牺牲一切为之奋斗。

认准了真理，就一往无前。
1924年春节，出生于地主家庭的吴

焕先，把自己从学校带回来的马克思像
恭恭敬敬地贴在家里的供桌上方。
“这位大胡子外国老头儿，可是个

好老头儿。他的名字叫马克思。他是
我们穷人闹革命的导师。按照他的方
法干，我们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新社会。”
吴焕先对家人说。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入党后，吴焕先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将自家的佃户、债农请到家中，当面
把租地契约和债务借据烧个一干二净，
彻底背叛了自己的地主阶级家庭，坚定
走上了革命道路。

吴焕先英勇善战、身先士卒，得到
红二十五军全军将士的爱戴。1935年，
年仅28岁的他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因为相信，所
以看见。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相信真理的瞿秋白，哼唱着自己翻译的
《国际歌》从容赴死，微笑饮弹。
“不要荣誉，不要功建，只望向真理

的王国进礼。”相信真理的殷夫，置生死
于度外，只想做带给人间光明的普罗米
修斯……

百年来，无数共产党人为了追求真
理以身许国、浴血奋战，铸成今日中国
之富强基底。
——时间长河里，是什么让他们宵

衣旰食、夙兴夜寐？
1962年，焦裕禄调到河南兰考任职。
那时的兰考正饱受风沙、盐碱、内

涝之患。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
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

风沙最大时，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
沙；大雨倾盆时，他带头蹚着齐腰深的洪
水察看流势；风雪铺天盖地时，他率领干
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

他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
独没有他自己。因为肝病，焦裕禄常痛
得直不起腰，但他用手或硬物顶住肝
部，坚持工作。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密码，就隐藏

在焦裕禄“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的赤子
情怀里，在杨善洲“绿了荒山白了头”的
默默奉献里，在廖俊波“能在现场就不

在会场”的真抓实干中……
——穿越风浪，是什么让他们不断

自我提升、永立时代潮头？
工作30年，租房28年，先后搬家6

次，最后一次，4个纸箱里装着的全部
“家产”，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就是68
本荣誉证……山西大同市阳高县信访
服务中心原主任、共产党员李培斌50年
的人生，活得踏实，活得亮堂。
正直如山，清廉若水。
翻开他的日记本，这位来自基层的

人民调解员对自己有着严格的检视：
“始终保持党的艰苦奋斗优良传统，

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埋怨”
“坚定廉洁底线，不义之财不取，不仁之事
不为，不正之风不沾”“防微杜渐，抵制诱
惑，无愧于党、无愧于民、无愧于心”。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

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方
志敏在他撰写的《清贫》中如是说。
生命无法不朽，但可以创造不朽。

永葆初心
81192——每年4月1日，这串编号总

会被人们提起，纪念壮烈牺牲的英雄。
2001年的这一天，海军航空兵飞行

员王伟驾驶81192号战机紧急升空迎
敌，被对方螺旋桨打掉尾翼，消失在海
天之间。

2021年3月底，一封落款为“您跨越
二十年的战友”的手写信放在王伟墓前。
“马上就到您离开二十周年的日子

了，我来看看您。”信中说，“最初认识您
是在2017年4月1日，那时我大一……我
心中沉睡多年的军旅梦宛若深埋地下
的种子感受到了春意，开始萌发。”

这封信，讲述了一位年轻人受王伟
事迹鼓舞加入海军的故事，也见证着在
英雄精神激励下，无数后来者接力前行
的脚步。

“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
正如王伟在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这句
话，永葆初心、继续前进，是对英雄最好
的纪念。
永葆初心，就要使信仰之火熊熊燃烧。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

句铿锵誓言，让先烈们前赴后继。
从来壮烈不偷生，许党为民万事轻。

王伟在入党申请书中写下“决不是为了捞
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陈占
芳倒在战场，衣袋里的入党申请书留下16
个弹孔；樊贞子、曾翙翔等脱贫英雄，在入
党申请书中留下对信仰的诠释。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句

庄严承诺，一直在神州大地回响。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

际，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党如火如荼展
开。在邱少云烈士纪念馆、在遵义会议
会址、在青海省西宁市中国工农红军西
路军纪念馆的西路军雕像前……重温
入党誓词的宣誓声，坚定着前行的理想
和信念。
永葆初心，就要让红色基因绵延不绝。
“欢迎大家参观我们景岳小学！

1941年4月17日深夜，共产党员崔景岳、
马文良、孟长有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
解放，面对封建军阀马鸿逵的屠刀，宁死
不屈，英勇就义在我们的校园内……”

作为学校一名小小解说员，11岁的
杜雨桐在学习之余常常给来参观三烈
士纪念馆的客人和本校同学讲解三位
英雄的故事。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烈士们用

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英勇奉献的精
神像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激励着我们
景岳的学生，现在好好学习，长大以后
报效祖国。”杜雨桐说。

夏明翰、董存瑞、王进喜、邹碧华、
黄文秀……前赴后继的英烈，成就了百
年大党的辉煌历史，为立党兴党强党提
供了丰厚滋养，也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心中播撒下“红色种子”。
永葆初心，就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清明，桂北。山间水旁，红军墓分
外肃穆。

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为确
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粉
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数万
红军将士奋勇杀敌，鲜血染红了大地。

先烈热血浸染的桂北山区，如今已
摆脱贫困，迎来别样的新风景：

与昔日红军进入灌阳、全州两县的
线路重合度80%以上的灌凤高速于2015
年开通，给老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在新圩阻击战所在地灌阳县新圩
镇和睦村，灌凤高速公路带来了更多游
客，带动当地黑李、西瓜等水果热销；

走进华江乡高寨村梁家寨，竹林摇
曳、溪水透亮，一栋栋具有瑶族特色的
民居错落有致，红色文化广场、农耕展
示区等别有味道；
……
逶迤八百里沂蒙，巍巍七十二崮，曾有

百万人民拥军支前，十万英烈血洒疆场。
如今，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

就的沂蒙精神在接续传承，先辈们人民
至上的情怀理念，已深深融入新一代共
产党员的血脉基因中。

山东临沂市兰陵县代村党委书记、
“时代楷模”王传喜正在大力鼓励支持
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带领人民群众开拓
强村富民的路子。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

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要接力干
下去。”王传喜语气坚定。村庄越来越
美，是他和所有村民的愿望。

马克思说“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
时，但将永远存在”。志士先驱虽已长
眠，但留给后人的那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富，将世代长存，永不磨灭。
英雄不寂寞，初心留人间。
清明祭扫的队伍，蜿蜒在江西瑞金

叶坪的红军烈士纪念塔前。纪念塔正前
方的草地上铺写着八个苍劲大字——
“踏着先烈血迹前进”！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初心长留天地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