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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天津正东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法人章（姓名：
王强）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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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参与纪念船建造的工人、嘉兴市

造船厂原副厂长萧海根曾回忆说：“船体

刷的是紫光漆，刷这种油漆时对环境温度

的要求很高，必须是25摄氏度左右。但我

们那时候没有空调，风扇都没有，怎么办

呢？大家想了个土办法，煤饼炉上架锅烧

水，整个房间烟雾腾腾的，用这样的办法

保持住了温度。”

“南湖红船是一艘中型的单夹弄丝

网船，船长约 16 米、宽 3 米，由前舱、中

舱、房舱和后舱组成，后面还系着一条拖

梢船……”作为南湖儿女，南湖革命纪念

馆讲解员张一与红船有着特殊感情，每次

讲解时都会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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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激流险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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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俞菀

红船之上回望百年，驶向未来

巍巍太行，莽莽吕梁。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武乡东。”火

车缓缓停稳，太行山深处的武乡县迎来一

拨远方的客人。

“过去不通高铁，干啥都比别人‘慢一

拍’。有了高铁，人能进来，产品能出去，

太行老区的好日子在后头呢！”武乡县砖

壁村村支书李文军说。

这里，曾是八路军第一个敌后根据地

诞生地，八路军总部等重要机构长期驻扎

在此。

这里，群峰峥嵘，壁立千仞，曾是中国

最贫瘠的土地之一。

斗转星移，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孕

育的太行精神，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浩气

长存。

在砖壁村缅怀英烈

山西武乡县砖壁村，峭壁如林，易守

难攻。抗战年代，八路军总部曾3次进驻

这里，1940年在此部署指挥了名震中外的

“百团大战”。

“1940年10月30日凌晨，我军向关家

垴发起总攻，敌人的飞机盘旋在上空，狂

轰滥炸无数次。经过两天18次冲锋，还是

没有拿下，我军伤亡惨重。”八路军太行纪

念馆第一代讲解员崔韶光介绍，关家垴战

斗是百团大战进入反扫荡阶段最为惨烈

的一场战斗。

1996年，崔韶光见到了百团大战亲历

者李德生。

“您最难忘的战斗是哪一场？”

“你去过关家垴吗？”“我们团增援上

去后，只见满坡满沟，已经全部铺满了八

路军的遗体。”

“那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老人面色凝重，默不作声，只伸出手

掌来回翻动着，忽然泪流满面。

那一场战斗，成为八路军将士心中永

远的高地。

百团大战打破了日军“囚笼政策”，牵

制了敌人大量兵力，拖住了日军进攻我大

后方的后腿，极大地振奋和坚定了全国军

民的抗战决心。

在左权县找寻红色记忆

“此间一切正常，惟生活较前艰难多

了，部队如不生产简直不能维持……想来

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事情更多了……”

1942 年 5 月 25 日，写下这封家书 3 天后，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掩护总部机关突

围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

为纪念左权将军，辽县易名左权县。

在左权县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一张左权

和妻女的照片引人注目，那是他们一家三

口唯一的一张合影。

左权县史志研究室主任张俊平说，噩

耗传来，妻子刘志兰悲痛欲绝，笔蘸血泪，

写下了《为了永恒的记忆——写给权》。7

年之后，左权母亲才得知，自己日思夜念

的小儿子已为国捐躯。老人强忍悲痛，请

人代笔撰文：“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

左权县文物局副局长姜杉说，包括党

直接领导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内，八路军

大小机关在左权县有160多个。“这些遗址

遗迹中，60%都还保持着原貌。”

在高公村思军民血肉情

山西洪洞县高公村，朱德当年用过的

一张炕桌，被群众保存了下来。76岁的村

民李俊全指着炕桌上一处3厘米见方的浅

坑告诉记者，当年朱老总寄宿李家祖宅，

为处理抗战事务经常熬夜，有一次油灯不

慎点燃了炕桌，留下这处“抗战印记”。

“1937 年，八路军总部驻扎高公村期

间，朱德曾给同窗老友戴与龄写信求助，

借款二百元以救济老母。”洪洞县党史办

主任张春悦向记者展示了这封信件影印

件，“革命数十年，没有分毫私人积蓄，党

领导的八路军就是如此忘我无私。”

爱人民的军队人民爱。

在太行山区，至今流传着许多“奶娘”

养育八路军后代的感人故事。

山西红色文化研究学者戴玉刚向记

者讲述：太行二分区政治部主任穰明德的

孩子出生不久就被送到当地一位奶娘

家。得知消息的日军穷凶极恶地找到奶

娘家中，要她交出孩子。奶娘剜心绞肉般

交出自己的亲生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孩子

被日本鬼子的刺刀挑死……

这个获救的孩子名叫穰晋甦。在一

份《太行奶娘》的口述回忆中，他这样说：

“我出生在山西和顺，两岁多才回到母亲

身边。母亲告诉我，没有奶娘就没有我，

我就是太行山的儿子。”

在山西追寻红色足迹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侵华战争全

面爆发。

“1937年9月，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

总司令率部队东渡黄河，出师华北，创建

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抗日根据

地，抗战烽火燃遍山西。”山西省档案馆副

馆长、研究员巨文辉说。

整个山西沸腾起来。不到一年的时

间，八路军主力部队由入晋时的3万人发

展到10万人。

“8年抗战，左权县男女老少几乎全民

参战支前。”张俊平说，山西这样的县还有

许多，是名副其实的“八路军的故乡，子弟

兵的摇篮”。

曾任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研究部主任

的郝雪廷说，抗日游击战由山西推向广阔

的平原，推向整个华北。抗战军民齐心协

力，创造出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窑洞

战等多种游击战形式，使日寇陷入了人民

战争的汪洋大海。

“山西战场反扫荡作战的频率和规

模，在敌后战场首屈一指。”巨文辉说，山

西是八路军敌后抗日的重要战场，为抗日

战争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太行精神浩气长存

抗战足迹留存于斯，太行精神根植

于此。

沿着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的迁移路线

一路走来，记者欣喜地看到，一度“山穷水

远路闭塞”的老区已焕发新颜，一幅“山里

有美景，山上有产业，山下有新居”的美好

画卷正徐徐展开。

革命老区兴县是抗战年代晋绥边区

政府所在地。2018年6月，往返于山西太

原和这里的“蔡家崖号”列车正式通车，

结束了这个晋西北老区不通客运列车的

历史。

几年前还是贫困户的牛侯伟如今开

了一家照相馆，年收入四五万元，还乘着

列车去了一趟延安。“新修的铁路连通了

太行和延安，今后来老区的人会越来越

多。”他说。

砖壁村，这个只有270多口常住人口

的村子如今成了知名的红色旅游地，“乘

动车从太原出发，四五十分钟就能到达武

乡。”李文军说，旅游产业，加上土地流转、

日光大棚等多渠道收入，让村民与贫困彻

底告别。

在八路军根据地创建最早、规模最

大的兵工基地黄崖洞，吊桥天险、保卫

战烈士墓地、兵工厂车间等大批抗战遗

迹被保存下来，默默诉说着当年抗战的

艰苦卓绝。黄崖洞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全国 4A 级景区，游人逐

年增长。

站在左权县龙泉乡连壁村的山头放

眼望去，对面山岭上的光伏板漫山遍野，

熠熠生辉。“山那边，看不到的地方还有。”

65岁的村支书郭应林说，光伏发电让村里

2000多亩荒坡荒地变废为宝，连壁村借此

一年增收一百万元。

洪洞县万安镇高公村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村支书李鹏鹏说，高公村通

过发展物流等产业成为全县脱贫攻坚“排

头兵”，“以前一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过千

元，现在翻了十倍。”

行走在一处处八路军总部旧址，记者

耳畔又响起那支让人斗志昂扬的歌曲：

“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80多年前，一首气势磅礴的“我们在

太行山上”在战火中诞生，传唱大江南北。

80多年后，在同一片土地上，共产党

人带领人民谋幸福初心未改。

新华社记者 刘翔霄、梁晓飞、柴婷

时报讯（记者 戈荣喜）新春伊始，休整了

一个冬天的渔民陆续开始忙碌起来，投入海

上“春耕”，为今年春季渔业生产提前做好各

项准备。记者2月21日在滨海新区北部渔港

码头看到，渔民们正忙着修船、织网、整理渔

具，开始为今春出海“备战”。

在大神堂村渔港码头记者看到，数十条

渔船有序停靠在码头。渔船上，渔民们有的

织补渔网，有的整修浮球，有的安装调试机器

设备，有的将整理好的缆绳和渔网打包，整装

待发。“虽然天气越来越暖，但现在还不是出

海打鱼的好时机，等到3月上旬，梭鱼、皮皮虾

等形成渔汛再出海。”一位渔民告诉记者，这

几天，他一直在为春节后第一次出海做着充

分准备，期盼新春第一网鱼获满仓，为今春渔

业生产开一个好头。

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近年来，天津市

相继采取了实施伏季休渔制度和开展人工增

殖放流活动，对渤海湾的生态渔业修复起到

了积极作用。仅去年，累计向渤海投放各类

水生生物苗种超过15亿尾（只/粒）。预计今

年捕捞产量将比往年有所增加，捕捞的品种

也将有所增加，主要有中国对虾、梭子蟹、半

滑舌鳎、梭鱼、花鲈、青蛤等。

新区渔民织补网具迎春捕

穿过硝烟 看见你的底色
——寻找八路军总部抗战轨迹里的红色密码

（上接第一版）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文件确定，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充分发挥农业产品

供给、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功能，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

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农业

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

人表示，将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

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上接第一版）伊对此次在天津经开区选址

落户运营管理中心项目，实际入区办公人数将

超过300人，承担起“伊对”内容安全运营及信

息技术推广服务等重要业务板块。伊对也成

为了继腾讯云雀、趣头条、搜狐视频后又一将

内容安全业务落户经开区的互联网新经济企

业。龙头项目的持续落地将带动经开区互联

网安全业务的发展升级，进一步促进经开区互

联网新经济产业加快形成聚集发展格局。

伊对运营管理中心
正式落户经开区

（上接第一版）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公司增派工

作人员及党团员青年志愿者，为“老幼病残孕”等

重点旅客提供“引导、咨询、送站”等志愿服务。

安全出行，电力保障是关键。国网平邑

县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对日兰高铁沿线供

电线路展开拉网式巡查，加强输电线路覆冰

情况观测，做好春运期间供电线路防寒工

作。国网龙口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协

助检查铁路用电设备、制定供电设备事故预

案和春运期间停电应急预案，确保春运期间

供电安全可靠。南方电网贵州贵阳供电局对

辖区内主要火车站、客运站和机场等26处春

运重点保供电场所的供电设备展开持续用电

监测检查，从电网运行、设备运维、客户服务、

应急准备等方面细化制定和严格落实春运保

电举措，确保电力运行平稳可靠。

民航方面，北京大兴机场持续加强旅客

测温、健康码查验等工作，严格执行高频次环

境及设备设施消毒处理。厦门机场对国内中

高风险地区入厦旅客，实施机上旅客分批下

机、引导特殊旅客到候机楼进行核酸检测与

登记等相关工作，同时对所有进出候机楼旅

客实施健康码查验工作。

多部门加强安全管理
守护春运平安出行路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日常村里组织

党员进行义务劳动、志愿服务这些活动我

都会参加，年前有几天风特别大，把村里

的垃圾桶刮得东倒西歪，我就和别人一块

挨个去整理……”对于第七届滨海新区道

德模范刘秀红来说，尽己所能地去帮助别

人、为大家服务已经成为他日常的习惯。

虽然自己曾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失去了左

下臂，但在不幸致残的近30年里，他身残

志坚、自强自立，从个人的饮食起居开始

到参加劳动，驾车、参加体育锻炼，他从未

丧失过对生活的勇气，以顽强的精神克服

了种种困难，甚至屡屡救助他人，并凭借

见义勇为的事迹获得了第七届滨海新区

道德模范的称号。“平时遇到这些事就觉

得都是应该做的，没想太多，但是能得到

新区的认可确实感到很高兴、很骄傲！”刘

秀红说。

赛场之外乐于助人

说起刘秀红见义勇为的事迹，不得不

提2019年他在天津参加全国第十届残运

会暨第七届特奥会期间救起落水男童的

事。一天晚饭后他与其他三个队友在永

定桥海河边欣赏夜景。当时游玩的人很

多，他们走到大悲院码头西边，只见一个

小男孩在父亲身边的最下层台阶上趟水

玩，转眼间掉到水中不见了人影。小男

孩的父亲紧跟着跳下去，非但没抓住孩

子自己也沉到水里不见了。刘秀红察觉

到父亲不会水情况很危险，马上脱掉上

衣和鞋子，此时父亲浮上水面爬上了岸，

紧跟着孩子也浮出了水面，母亲又猛地

跳下水去抱孩子，可是娘俩都沉到水

里。刘秀红在这紧急关头穿着裤子跳进

河中，凭着游泳运动员的功底抱住母亲

的双膝，双脚用力蹬着河底将母子送出

水面使劲推到岸边，与岸上的群众一起

将这对母子救上岸，围观的人们异口同

声地称赞：“小伙子真棒，好样的！”刘秀

红见母子平安便和队友们默默地离开了

现场打车回去，出租车司机得知事情的

经过后感动得为其拨打了热线，刘秀红

见义勇为的事迹也因此广为人知。“救人

是一瞬间的事，没有时间多想，谁也不会

见死不救的，这是一个善良人的举措。”

刘秀红说。

见义勇为事迹多

刘秀红见义勇为的事迹远不止这

件。1997年早春的一天，刘秀红在家门口

突然听到公社河四面闸扬水站方向几个

六七岁的孩子一边跑一边大声喊：“救命

啊，救命啊，有人掉进水里了！”他飞快地

跑了过去，发现溺水的孩子只露着一张小

嘴一动不动地浮在河里往肚子里灌水。

他迅速脱下上衣毫不犹豫地跳进冰冷的

闸水中，游过去把肚里灌满水的孩子紧紧

抱着游到岸边，把孩子抱上岸立即给孩子

控水，最后和闻讯赶到的人们一起把孩子

救活。2006 年春天，刘秀红任村主任期

间，有一天他到镇里办事，回村的路上在

友爱村纸箱厂附近发现一辆轿车翻到沟

里，车里的两个人被抛出车外一动不动地

平躺在沟里。这时其中一人已经苏醒过

来说没事，另外一个人仍在昏迷并且满

脸是血。刘秀红跳到沟里冲着苏醒的人

喊：“赶快把他架到我的车上送医院！”当

他及时把伤者送到大港油田职工总医院

抢救时，医生感慨地对刘秀红说：“好危

险，幸亏来得早，这个人一侧肋骨多处骨

折扎伤肺部，再晚来一会儿就没命了。”

由于伤者脸部已变形，在医院里他才认

出自己救的是本村村民马忠仁，家属对

他的救命之恩一再深表感谢时，他又一

次笑着说：“应该的、应该的，哪能见死不

救啊。”

刘秀红从小就热爱体育，不幸伤残后

多年来他更是崇尚体育强身的精神，以优

秀残疾人运动员的身份多次参加区、市及

国家级残运会，取得多枚奖牌，获得多项

荣誉。“国家和社会各界都在关心和帮助

残障人士，自己更要自立自强回馈社会，

积极传播正能量为国家和人民多做贡

献。”刘秀红说。 记者 范炳菲

刘秀红：回馈社会传播正能量

刘秀红参加全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
会留影（左二为刘秀红）

照片由区文明办提供

滨海新区道德模范专题宣传

（上接第一版）同样在去年，新区为美国贝克

休斯公司在华以生产深锤潜油电泵系统产品

为主的独资子公司贝克休斯（天津）油田设备

有限公司解决了企业自美进口化工辅料报关

问题，以优质服务坚定企业投资发展信心，目

前，企业再投资项目正在推动中。

下一步，新区将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

建立和完善全流程外商投资服务体系，稳

定外商在华长期发展信心，围绕新动能引

育更多外资项目，做优做强滨海新区利用

外资的优势，切实推动区域经济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

外企看好“滨城”深耕“滨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