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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4 日电 中
国革命史上伟大的军事家、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叶挺，在 1946
年 3月的一封入党申请电至今仍保
存在中央档案馆中。

1946年 3月 4日，被蒋介石扣押
长达五年之久的叶挺终于获释。出
狱后的第二天，叶挺即致电党中央请
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电文写道：

“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

我已于昨晚出狱，决心实行我
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
解放事业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
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
复。”

1924 年，作为国民党的军事人
才，叶挺被派往苏联学习。其间，叶
挺向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提出了申请，

随后经王若飞等人介绍入党。
1927 年，因共产国际代表极力

主张坚守广州，以叶挺为军事总指挥
的广州起义失败。此后，叶挺写了一
份关于广州起义的详细报告送给党
组织，但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
夫以及王明的批判与攻击。在归国
无路，申诉无门的情况下，叶挺流亡
德国10年，从此脱党。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叶挺
被蒋介石扣押。党中央不断与国民
党交涉，最终营救其出狱。

叶挺在出狱后10个小时写就的
入党申请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亲自动手修稿润色了批准叶
挺入党的复电。

据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1935
年6月18日，清唱《国际歌》后，他直面
枪口，微笑饮弹。他是瞿秋白——中
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
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国际歌》的中文译者。

1923年 6月，《新青年》第1期发
表了瞿秋白译自法文的词和简谱《国
际歌》，这是我国最早可供唱颂的《国
际歌》。

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曹靖华回
忆，《国际歌》已有三种译文，但没有
一种译得完好且能够唱颂。瞿秋白
译出的是“能够让千万人用中文唱出
来”的《国际歌》。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
瞿秋白最早深入那里考察并向中国

人民介绍革命后的情况。仅据1921
年 6 月至 1922 年 11 月的《晨报》统
计，瞿秋白就撰写通讯35篇，对苏俄
的政治、经济、外交、工人组织、党的
建设等诸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的
著述文论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深远
影响。

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走过了短
暂却沉甸甸的一生。可千万中国人
却在心中牢记：在短暂的 36个春秋
里，他以“犬耕”精神，为中华民族的
解放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这就是共产党员的特殊气质。

民族脊梁

光辉历程

瞿秋白：

一名共产党员的特殊气质

叶挺请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九

据新华社北京7月 16日电 中东
地区大国土耳其 15日晚突发军事政
变，目前已造成161人死亡和1440人
受伤。但政变者很快就遭遇有力反
击，土政府方面宣布已“完全控制局
势”，并逮捕了 2839名涉嫌参与政变
人员。

分析人士指出，这次未遂政变是
土耳其国内世俗势力与宗教势力之间
斗争的结果。此次事件过后，土总统

埃尔多安的地位可能进一步巩固，该
国宗教势力或将进一步增强，而土耳
其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短期可能会受到
冲击。

政府很快掌控局势

15日晚，土耳其两个主要城市突
然出现异常情况：多架战机从首都安
卡拉市中心低空飞过，坦克开上街头；
宪兵关闭了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两
座大桥，桥上出现坦克。

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随即发表
讲话说，土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部分军
官发动了军事政变。

事发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中
断了在该国西南部的度假，于16日凌
晨乘专机抵达伊斯坦布尔。他表示，
政府仍在掌控局势，他仍在执掌权力，
军队没有也不能统治土耳其。埃尔多
安发誓将“肃清”军队内部的政变者，
让政变策划者付出“巨大代价”。

政变发生后，联合国、欧盟、北约等
国际组织以及美、俄等一些国家表示密
切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
希望土耳其尽快恢复秩序与稳定。

为何再度发生政变

土耳其为何会发生政变？专家认
为，这主要是土国内世俗势力与宗教
势力之间斗争的结果。

土耳其历史上军人干政并不罕
见。军方曾在1960年、1971年、1980
年和 1997 年多次发动军事政变或采
取“强力干政”行动，推翻政府或迫使
政府下台。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储殷认
为，这次政变可以说是土耳其军方作
为世俗势力的代表所作的反抗。宗教
势力在土耳其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
而这与土耳其建国后奉行的世俗化方
针构成了长期矛盾。土耳其军方历史
上频繁发动政变，实际上就是不停地
进行“政治重启”，以释放世俗势力与
宗教势力之间矛盾所带来的压力。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董漫
远认为，这次军事政变反映出包括军
队在内的土耳其世俗力量对埃尔多安
掌控的正义与发展党的不满。发动政
变的军人认定，正义与发展党正在引
导国家偏离世俗化方向，这也是历史

上土军方多次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内政外交将受冲击

储殷认为，这次政变失败后，军方
在土耳其国内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将被
终结，土耳其可能将更加趋向于宗教
化，这会导致世俗势力和宗教势力之
间的矛盾加剧。在此背景下，埃尔多
安可能会采取一定强硬措施，尤其是
加强打击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分离势
力，以此来赢得民众支持。

在外交方面，土美关系很可能会
受到一定影响。

埃尔多安指责流亡美国的宗教人
士费图拉·居伦领导的“居伦运动”主导
此次政变。土耳其政府过去一直指责

“居伦运动”企图推翻土耳其现政权。
居伦方面否认与此次未遂政变有关联。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
究院研究员左希迎说，短期看，这一军
事政变可能会对土美关系造成一定冲
击，可能会让美国重新评估土耳其国
内的政治稳定情况，对两国间的反恐
合作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从长远
看，这种影响应该不会太严重。

□李锦利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文艺的实施意见》从总体要
求、创作导向、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中原人文精神“五大工程”、党对文艺
工作的领导等五个方面，对贯彻落实
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中共中
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
见》作出了全面部署，为繁荣发展我
省文艺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
持，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文艺工作
的高度重视，是当前加强和改进我省
文艺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性文件。

近年来，省杂技家协会在省委宣
传部、省文联的领导下，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工作导向，认真履行职能，积
极发挥作用，在打造杂技精品、举办
重大活动、实施文艺惠民工程、开展
对外文化交流、加强理论研讨、加快
队伍建设和协会建设等方面成绩斐
然、亮点突出，我省杂技事业呈现出
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当前，我省杂技事业发展也还存
在着不少问题。比如，杂技团体和从
业人员多，但大而不强，缺少拳头产
品、领军人物不多；经过不断地创新
发展，我省打造出了大型杂技剧《水
秀》、《神龙部落》和百戏剧《洛神》等，
但还有待市场进一步检验，尤其是魔
幻剧目还是真空地带；杂技创作有高
原缺高峰，在问鼎国际、国内大奖方
面还显不足；杂技魔术表演高端人才
缺乏，尤其是魔术从业人员，大都处
于以师带徒、父子相传的初级阶段，
缺少系统的艺术修养和表演方面的
专业培训；杂技理论建设滞后，人才
青黄不接，杂技魔术发展缺少理论引
领和指导。

我们将以贯彻落实《中共河南省
委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实
施意见》为契机，认真落实全国、全省
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坚持群团工作
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大力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团结和引导全省广
大杂技艺术家和杂技工作者，勇担使

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齐心协力、
全面推进我省杂技事业繁荣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推动杂技精品创作。引导全省杂技
工作者聚焦实现中国梦的时代主题，
推出一批表现人民大众、反映时代风
貌、弘扬中国精神的优秀杂技作品。
优化整合我省杂技魔术资源，打造一
批能够代表河南地方文化特色又具
有国际水准的精品杂技、魔术剧目。
加大艺术创新力度，全力推出为人民
群众喜爱、满意、接受、认可的艺术作
品。

广泛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建立有效引导和持续
推动文艺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组织
名家名角和文艺骨干走进群众，开展
慰问演出、专家辅导等，送精品杂技到
基层。继续举办“教你一招”基层文艺
骨干培训班、魔术进校园活动，积极建
立文艺志愿服务长效机制。

利用资源优势，拓宽杂技“走出
去”的渠道，大力开展对外民间文化
交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积极参与
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努力创作一批体
现高水准、深受国外观众欢迎、具有
市场感召力的作品进入国际文化演
出市场；主动与国内外演出机构建立
广泛联系，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
流、比赛、观摩、研讨活动；认真做好
市场调研，积极引导各杂技团进行准
确的市场定位，科学合理地参与市场
竞争。

积极打造杂技百戏奖品牌，努力
扩大社会公信力和品牌影响力。建
立起面向观众、面向市场的评奖机
制，在评奖机制、赛制上改革创新，注
重将评奖与展演、评介、推出新人新
作相结合，更好地发挥文艺评奖的导
向示范效应和引导作用。

大力加强文艺队伍建设，努力推
出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和优秀人
才。教育引导杂技从业人员自觉遵
守《河南省杂技工作者自律公约》，自
觉遵纪守法，不断提高思想修养和人
格修为，做到创作与修身共进、人品
与艺品俱佳。2
(作者系省杂技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开拓创新
推动杂技事业蓬勃发展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笔谈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郝放 王晓凡

炎热的夏季，人们的食欲也会随
之发生变化，冰镇的饮品、街边的烧烤
等都是吃货们解暑降温、娱乐聚会的
首选。近日，网上也纷纷针对夏季饮
食健康晒出言论，引发公众热议。那
么，这些饮食言论可信吗？如何在夏
季吃出健康？7月 14日，记者针对此
采访了省内医学专家。

碳酸饮料会引起骨质疏松吗？

在夏天，碳酸饮料无疑是最受年
轻人欢迎的饮品之一。近年来，关于

“喝碳酸饮料会引起骨质疏松”的说法
时常出现在各大网站。省人民医院内
分泌科主任医师汪艳芳就这一问题接
受了采访。

“碳酸饮料由于融入了二氧化碳，
加上含糖量也较高，喝过之后常常会有
肚里冒气儿的感觉，让人感到冰爽刺
激、心情愉悦。”汪艳芳介绍，“因为碳酸
饮料含有磷酸，如果身体摄取过多，就会
妨碍钙的吸收，打破体内钙、磷等元素的
比例平衡，而一旦这个比例失调，骨骼里
的钙就要‘分担’出来以弥补钙元素的不
足，这样一来，也就导致了骨质疏松。”

常喝碳酸饮料，首先会引起龋齿，
其次还会引发高血压、糖尿病。而一

些原本已经患上骨质疏松的人，若经
常饮用碳酸饮料，严重时会引起骨
折。因此，汪艳芳建议，尽量选择白开
水、绿豆水作为夏季解暑降温的饮品。

吃小龙虾会得舌癌吗？

夏季少不了夜市的啤酒和烧烤。
近日网上曝出“吃小龙虾会得舌癌”的
言论，引发公众热议。舌头是什么原
因引起癌变的？吃小龙虾真的会得舌

癌吗？省肿瘤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
陈小兵就这些问题向公众答疑解惑。

“目前还没有研究证实‘吃小龙虾
会引发舌癌’的消息，任何食物如果脱
离了剂量去谈毒性、致病性，那么就纯
属伪科学。”陈小兵说。

据了解，舌癌是口腔癌的一种类
型，属于头颈部肿瘤范畴，发病率较
低。“引发癌症的因素，很大程度上还
是取决于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的影
响。”陈小兵告诉记者，引发舌癌的三

大高危因素分别是长期嗜好烟酒、持
续的口腔不良刺激、不注意口腔卫生。

“小龙虾与舌癌之间并无直接因果
关系，但由于夏季人们喜食这种外壳坚
硬、味道麻辣的食物，就会对舌黏膜形
成慢性刺激和损伤。”陈小兵说，就目前
来讲，一种引发癌症的因素不可忽视，
就是各种非法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冰箱是食物的“保险箱”吗？

夏季气温升高，容易引发食物腐
烂变质，一些市民便把冰箱当成了食
物“保险箱”或“消毒柜”。但记者从省
人民医院急诊科了解到，近日因进食
冰箱食物引发急性肠胃炎的患者逐渐
增多。该科室医生张素敏提醒市民，
炎热天气，当心患上“冰箱性胃肠炎”。

若冰箱中长期储存大量食物，又未
定期清洁，各类细菌尤其是大肠杆菌就
会在湿冷的环境中滋生。“由于冰箱冷藏
室中的食品温度过低，大量冷饮或食品
进入胃肠道后，冷刺激就会导致胃肠道
血管骤然收缩，血流量减少，引发胃肠道
痉挛性收缩，从而导致腹痛、腹泻，严重
者还会出现脱水、休克等。”张素敏说。

张素敏建议，冰箱中冷藏食物要
把温度控制在4℃以下，保存时间最好
不要超过24小时，部分食品再次食用
前一定要加热，通常温度超过 70℃以
上，细菌才能被杀灭。③4

土耳其军事政变未遂
“短命”政变冲击内政外交

夏季饮食，你该了解的那些事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城镇中心小学的老师在给学生讲述夏季饮食的注意
事项。 东方IC供图

土耳其 7 月 15 日

晚突发军事政变，但政

变者很快就遭遇有力反

击，土政府方面宣布已

“基本控制局势”。分析

人士指出，这次未遂政

变是土耳其国内世俗势

力与宗教势力之间斗争

的结果。

□陈辉 摄影报道

7月 13日，在南阳市卧龙区潦河坡镇崔坊村，村民樊中阳正在管理着生态鸡。樊中阳是当地
有名的养鸡“博士”。他承包了200多亩山地，以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生态散养品种鸡，通过电商
销售途径，把鸡蛋卖到了北京、杭州、深圳等城市。樊中阳致富不忘乡亲，今年他投资50万元，成
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凡是加入合作社的村民，他免费提供鸡苗和防疫服务，同时还向社员传授品
种鸡养殖技术，另外，他也负责社员养殖的生态鸡和鸡蛋的销售。⑨2

养鸡“博士”的
致富经

▶樊中阳在喂养生态鸡。

▼樊中阳观察品种鸡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