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
英雄才能英雄辈出。

今天，9月 30日，是我国的第八
个烈士纪念日。缅怀革命先烈，弘扬
英雄精神，更加坚定信仰信念信心。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
到复兴路， 从 1921 到 2021……

100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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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去的英雄，他们也是有血有
肉的普通人。彭湃给妻子许冰的诀
别信字字情真意切， 令人动容：“冰
妹，从此永别，望妹努力前进，兄谢
你的爱！万望保重，余言不尽。”今年
5月 10日开馆的中共中央军委机
关旧址纪念馆， 是上海市 “一馆五
址”中第一个正式开放的展馆，这栋
历经百年风雨的石库门建筑， 还是
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军委
四烈士被捕的地方。1929年 8月 30

日，四人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走向
刑场前，四人高唱《国际歌》。

《觉醒年代》《1921》等一批影视
作品的热映， 让我们对先烈们在历
史关键时刻做出的勇敢抉择， 有了
更加直观的印象。 “革命者光明磊
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

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
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陈乔年和陈延
年的那份信念、忠诚与担当，是这个
国家永远坚韧、永远挺立的脊梁。

与陈乔年和陈延年同样牺牲
在龙华的还有年仅 17岁的欧阳立
安。“天下洋楼我工人造，资本家坐
在洋楼哈哈笑， 国民党看门来把
守， 共产党为工人坚决奋斗……”

这是欧阳立安在狱中的吟唱，后经
一名获释的同室“狱友”记录带出
监狱，新中国成立后收录进《革命
烈士诗抄》之中，这也是欧阳立安
这位小烈士留在世上的唯一作品。

伟大的城市孕育伟大的精神，

伟大的精神塑造伟大的城市。上海
是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也是
见证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形成和发

展的光荣之城。 初心之火，从这里
点燃，从此，星火燎原。我们要永远
铭记，无数革命先烈为了革命事业
赴汤蹈火、舍生取义，我们深切缅
怀所有英勇牺牲的先烈们，他们的
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
神光照千秋。先烈们可歌可泣的故
事，如同永不陨落的星辰，照亮了
夜空，照亮了大地，也照亮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行道路，

这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体现。

“你们是光，穿越百年，照耀着
我们。 而我们，也会追随你们的脚
步，成为照亮未来的光。”一位年轻
人在给龙华牺牲烈士的信中这样
写道。 历史川流不息，我们不仅需
要铭记先烈遗志，更要传承红色基
因，坚守初心使命、实现民族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他们
信仰的理想正在实现，他们开创的
事业正在继续，他们书写的历史必
将由我们继续书写下去。 ”回顾走
过路，不忘来时路，走好前行路，是
对先烈们最好的告慰。

百年筚路蓝缕， 百年接续奋
斗。 生命无法不朽，但可以创造不
朽。 今年 7月 1日的天安门广场
上，“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激情回
荡。 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需要
我们从这座光荣城市的革命传统
和红色基因中，汲取开拓前进的力
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创造新时代上海
发展的新传奇， 满怀信心走向未
来，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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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先烈，铭记更要传承
方 翔

新民眼

沪3700多户烈士家属
收到社会募集慰问金

第八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在第

八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上
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大力营造崇

尚英雄、关爱烈属的浓厚纪念氛
围，昨天向全市 3700 多户烈士

家属发放了社会募集的“烈士纪
念日”慰问金。

基金会理事长来到黄浦区王

孝和烈士家中，送上慰问金和慰问
信，其他副理事长也分别到长宁、

徐汇、静安等区的烈属家中慰问。
接过慰问金、慰问信的烈属说：“一

分关爱，十分温暖。基金会的上门

让我们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
据介绍，基金会此前实施了

“光明营养计划”等多个关爱烈属

活动。9月 27日，还将“关爱烈士

家属”项目募集的 20 万元，分别
送到今年 4月在救火中牺牲的丰

晨敏、汤伟佳烈士家属手中。基金

会还与龙华烈士陵园开展“人民

不会忘记”等一系列活动，资助龙
华英烈画传系列丛书出版发布，

并在全市数十个电子大屏和地铁
上滚动播放“尊崇英雄 缅怀先

烈”公益宣传片。
“为英烈，我们还应做得更

多。”基金会领导表示，要用更多

暖心项目关爱英烈身后事，引导
崇尚英雄缅怀英烈的良好风尚，

让英烈精神不朽，传承精神不息，
关爱烈属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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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今天上
午，上海淞沪抗战

纪念馆举行烈士
纪念日公祭活动，

共同缅怀烈士不朽
功勋，传承英烈精

神，发扬红色传统，

激发爱国热情，凝
聚奋进力量。

上午 9 时整，
在淞沪馆胜利广

场，全场人员共同
向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中英勇牺牲的
先烈默哀、献花、敬

礼，寄托对先烈的
哀思。

当天，由宝山
区博物馆联盟、上

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沈阳“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台儿
庄大战纪念馆、滇

西抗战纪念馆、上
海四行仓库抗战纪

念馆联合举办的
“历史见证 创意未

来———抗战文物文
创作品展”正式开

展。勠力同心纪念
创口贴、胜利团盲

盒、淞沪抗战主题雪糕、孤军牌肥

皂、爱满天下抱枕、远征 Zippo打火
机、造型生动的抗日战士人偶等百

余件充满历史记忆又跃动着现代
创意的文创产品均在展览中首次

亮相。这些作品将抗战精神和文化
创意进行互动融合，并以年轻人喜

欢的时尚方式进行“活化”表达和
现代化的诠释，让文物走出纪念

馆，走进市民生活。展览至 10月 30

日结束，免费向公众开放。

今年 4月，由宝山区博物馆联
盟、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联合主办、

德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宝山
区首届“革命文物文创大赛”正式启

动。大赛以“讲好文物故事，谱写红
色华章”为主题，以宝山区域内红色

场馆馆藏文物为主要创作对象，挖

掘红色文化内涵，结合时代特点、社
会审美和受众定位，设计开发特色

文创产品百余件。展览开幕同时，
“革命文物文创大赛”获奖名单揭

晓，大赛中的优秀作品均在此次展
览中集中展出。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今天

是烈士纪念日。上午，在龙华烈士
陵园忠魂广场一棵“生生不息”的

桃花树下，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

院研究生一年级学生吴安妮，将
她为革命烈士书写的寄语“缅怀

先烈英灵，传承先辈精神与风
骨”，悬挂在桃花树上，寓意着英

烈虽逝，但精神仍指引后人继续
前行。全国首个烈士纪念设施守

护崇敬志愿服务队，今天在龙华

烈士陵园成立，吴安妮和沪上一

批退役军人、大中学生等，成为这
支志愿服务者队伍的骨干成员，

他们今后将在清明节、烈士纪念
日、每个月的 30 日等特殊的日

子，对全市 75处烈士纪念设施进
行擦拭、清扫和守护等，以此经常

性守护活动弘扬烈士精神，缅怀

烈士功绩，促进形成崇敬英烈的
浓厚社会风尚。

烈士纪念设施是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历程的历史见证，是学
习党的历史、发扬红色传统、传承

红色基因的生动教材，上海有烈
士纪念设施 75处。为贯彻《上海

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
条例》，使广大青少年和群众牢记

革命先烈英勇献身的精神，深刻
领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

真理，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
神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在上海

市双拥办指导下，市拥军优属基

金会建立了上海烈士纪念设施守
护崇敬志愿服务队。

上午 10时 30分，由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市拥军优属基金会主

办，龙华烈士陵园等 75家烈士纪
念设施保护单位协办的“人民不会

忘记”烈士纪念日主题祭扫活动暨
上海烈士纪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

服务队成立仪式，在龙华烈士陵园

举行。活动由龙华烈士纪念馆精心

制作的红色党课《龙之华 ·初之心》
拉开序幕，该党课将红色英烈故事

与党史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一
直以来，龙华烈士陵园致力于讲好

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凝聚红
色力量，让社会大众更多了解革命

先烈的百年奋斗。

在本次活动主会场龙华革命
烈士纪念地，现场庄严肃穆，在雄

壮的国歌声中，礼兵向革命烈士
敬献花篮，全体人员面向龙华英

烈墙，向革命烈士三鞠躬，齐声诵
读墙上刻有的 77位英烈名字。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市拥军
优属基金会负责人等向上海烈士

纪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服务队授
队旗。现场 150位志愿者齐声宣

誓：崇敬烈士，缅怀先烈，坚决守

护好烈士纪念设施，永远继承和
弘扬烈士们的伟大精神！

“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
一般红”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狱中

诗，是革命者张恺帆被关押在龙华
看守所时所写。为此，陵园在龙华

革命烈士纪念地的忠魂广场处，设

置了一棵“生生不息”的桃花树，与
会人员纷纷为革命烈士书写寄语，

将留言悬挂在桃花树上。
活动中，150位志愿者相继前

往烈士墓区。他们戴着白手套，手
握白毛巾，俯下身子，认真细心地

擦拭烈士的墓碑。吴安妮同学说,

“烈士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

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铭记烈士，
缅怀烈士，继承烈士的遗志，是当

代青年不能忘却的历史责任。虽

然和平年代不再有枪林弹雨，但
仍有艰难考验、生死抉择。我们要

发扬伟大民族精神，勇当逐梦先
锋！致敬英雄，吾辈自强! ”

据了解，在烈士纪念日来临之
际，龙华烈士陵园陆续开展了“扬

英烈精神 续红色基因”龙华英烈

画传系列丛书发布会、“那年桃花”
无剧场话剧、“青春龙华”主题纪念

追思活动等系列活动。未来，陵园
将继续围绕“革命烈士纪念地、初

心使命教育地、红色文化传播地”
的使命，加强对红色资源的挖掘

提升和拓展，充分展示革命烈士
的牺牲奋斗精神，有效提升展陈

功能与教育功能，全力打造爱国主
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地标。

俯首细擦拭 挺身逐梦行
全国首个烈士纪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服务队在龙华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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