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新闻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综合新闻│092018年4月17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刘晓波

在武汉市武珞路繁华闹市地
段，有一片宁静天地——施洋烈士
陵园。

恰逢清明前后，不少市民前来
瞻仰、纪念英烈，纪念碑前布满鲜
花。拾级而上，大道两旁松柏林
立，氛围庄严肃穆，施洋同志的塑
像巍然耸立在广场中央。

站在施洋烈士纪念碑前，仿佛
还能听到他在刑场上喊出的那句
话：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
个施洋！

施洋，湖北省竹山县人，生于
1889年。1907年考入郧阳府立农
业学堂学蚕科。课余时间他阅读
进步书刊，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真
理。1910 年，施洋转入郧阳农业
中学，1915年，就读于湖北私立法
政专门学校，1917 年毕业后与武
汉法学界人士组织法政学会，主张
律师要保障人权、伸张公理。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施
洋以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的名义，
召开紧急会议，提议发通电，支持
学生爱国行动，并深入学校，指导
和推动学生的爱国斗争。

1920年秋，施洋在武汉参加了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马克思
学说研究会，阅读了《共产党宣言》
等马列著作。同时，他还深入产业
工人居住区，了解工人疾苦，参与创
办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宣传
社会主义。1921年 10月，他参加
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积
极从事有计划的工人运动。1922
年 6月，施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
年7月底，他指导汉阳铁厂取得罢
工胜利，参与组建武汉工团联合会，
并被聘请为该会法律顾问。

1923年 2月 4日，京汉铁路工
人举行总罢工，施洋是罢工的领导
者之一。他积极组织武汉工人和
学生进行反对军阀吴佩孚的游行
示威。2月 7日晚，施洋被反动军
警逮捕。在敌人的法庭上，施洋怒

斥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滔天罪行，
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压倒了敌
人。2月15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
党员、劳动者的律师施洋英勇牺
牲，时年34岁。

施洋故居在湖北省十堰市竹
山县有两处，一处在麻家渡镇桂花
树村施家湾，另一处在宝丰镇中心
集镇上，新中国成立后竹山县人民
政府将施洋烈士的母亲和妻子迁
移到此。两处故居目前保存完好，
已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
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在桂花树村施家湾，施氏家族
世代“重道德修养，严情操品性”

“扶正义，斥邪恶”“崇德向善”“清
白传家”“忠勇报国”的家规家风，
成了施氏后世子孙修身立业之本。

为传承弘扬以施洋烈士家族
为主的好家规、好家风，多年来，当
地还把“传承好家规好家风”教育
活动纳入“十星级文明农户”创建
内容，制作家规家训牌匾、壁画、宣
传画，悬挂在农房墙面、农户门前
及家中。家规家训如春风化雨，潜
移默化中孕育出这里的良好家风、
民风和村风。

如今，施洋的家乡竹山县脱贫
攻坚正进入决战决胜阶段，施家湾
的施家子弟们，正在脱贫致富的道
路上奋力前进。施洋小学里，孩子
们朗朗的读书声，给人无限的希望。

（新华社武汉4月16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

一个地方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风貌。

“如果海南岛更好发展起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就更有说服力，更能够

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

心。”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海南争

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

例，成为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

国形象的靓丽名片。深情的嘱托，激

发起海南干部群众开拓进取、奋勇拼

搏的旺盛热情，鼓舞起全国各族人民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昂扬干劲。

兴办经济特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步。早在 1984

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深圳、珠海、厦门

经济特区后就曾提出：“我们还要开发

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

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海南岛

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自30年前划定为

经济特区之后，海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进入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的历史新阶段，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

要窗口。海南等经济特区的巨大变化，

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卓

越成就，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

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40年来，我们党

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昭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

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

大路通罗马。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服

力，发展是硬道理。从一个年生产总

值仅有 57.28 亿元的边陲海岛，发展成

年生产总值达 4462.5 亿元的国际旅游

岛，海南的发展成就，是我国改革开放

历史性进步的缩影。当前，我国经济

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海南要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探索

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的发展，确保如期实现《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指导意见》确定的目标。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服力，

人民是中心和主体。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从人民群众普

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问题背

后查找体制机制弊端，我们才能找准深

化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始终把人民

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着力提高保

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不断完善公共服务

体系，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发

展成果才会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服

力，实干是必由之路。继续发扬敢闯

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

神，保持爬坡过坎的压力感、奋勇向前

的使命感、干事创业的责任感，以舍我

其谁的信念、勇当尖兵的决心大胆探

索，以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态度务实

求变、务实求新、务实求进，就一定能

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成为新时代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

“道虽迩，不行不至”，一切伟大的

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

斗中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的

要求和期待，也是对全国各地的要求

和期待。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

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

必然成功，中华民族一定会对人类做

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宁死不屈的劳工律师施洋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服力
——四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特区3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施洋像（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4 月 16 日，济源市
梨林镇戏曲文化艺术旅
游节在南程村隆重开幕，
小朋友在老师的辅导下，
学画戏曲脸谱。该村
2011年被文化部命名为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⑨6 吕剑平 摄

学画脸谱
品读文化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 温小娟）又
是一年三月三，黄帝故里拜轩辕。4月
16日，戊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到来之
际，被誉为拜祖大典“灵魂工程”的黄帝
文化国际论坛在古溱水河畔美丽的郑
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开坛。来自海
内外的知名专家齐聚一堂，围绕“黄帝
文化与新时代”这一主题论道演讲。

作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根脉
文化，黄帝文化是维系海内外炎黄子
孙的精神纽带。黄帝文化国际论坛被
誉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灵魂工
程”，有“华语第一论坛”的美誉，发挥
着传承黄帝文化、弘扬时代精神的作
用，已连续举办十一届。

本届论坛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

会、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华黄帝故里建
设促进会、郑州市政府、郑州市政协主
办，新郑市政府和河南省黄帝故里文
化研究会承办，旨在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引，传承和弘扬以黄帝文化为
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巩固
和提高黄帝故里作为世界华人寻根拜
祖圣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地
位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海内外炎黄
子孙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当天下午，第十二届黄帝文化国
际论坛如期开幕，央视著名节目主持
人刘芳菲主持论坛演讲。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郦波，上海
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易安，分
别以《诗词的国度与诗词的精神——

从“轩辕诗”说起》和《走向世界的白居
易》为题作了精彩演讲，把大家带进了
诗词的海洋。军事专家杜文龙系统阐
述了《国际战略形势与我国安全环
境》，引得阵阵掌声。

大咖云集烹饪“文化大餐”。此次
论坛持续一天半的时间，4月 17日全
天，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席顾问、河
南省委原书记徐光春，北京中医药大
学国学院院长张其成，港珠澳大桥管
理局党组副书记、行政总监韦东庆，央
视著名导演田梅，世界《黄帝内经》文
化促进会会长王寅，国乐大师、著名琵
琶演奏家方锦龙等专家学者将围绕论
坛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浅出的
讲解。③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三月
三，拜轩辕。今年，大型原创动画
连续剧《黄帝史诗》将再次在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现场亮相。记者4
月16日获悉，《黄帝史诗》近日再
获佳绩，斩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
奖提名奖和2017年度“河之南”文
化娱乐盛典年度最具影响力作品。

基于对黄帝文化的仰望，河
南多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北京
辉煌公司携手，历时5年，集合众
力打造出了动画电视连续剧《黄
帝史诗》。全剧共分为《六部合》
《炎黄合》《天下合》三部，共 78
集，总时长约1800分钟。该剧围
绕黄帝的一生，以原始部族从分
歧、纷争走向统一与融合为主线，
讲述了黄帝投师学艺、寻宝历险、
炎黄结盟以及和合天下、建立华
夏共同体的故事。

截至目前，《黄帝史诗》先后
荣获河南省“中原人文精神精品
工程”奖、“五个一工程”奖，“十三
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
物出版规划骨干工程等。

《黄帝史诗》总制片人张真宇
介绍，目前，第二部《炎黄合》与第
三部《天下合》整体工作正在有序
推进之中，计划三五年内《黄帝史
诗》动画片完美收官，10年内完
成《黄帝史诗》主题公园等衍生项
目全产业链布局。③6

第十二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启幕

专家云集烹饪“文化大餐”

动漫作品
《黄帝史诗》
连创佳绩

□本报记者 王延辉 温小娟

4月 16日，第十二届黄帝文化国
际论坛，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朱易安从黄帝文化说开去，讲起了

“走向世界的白居易”。
为什么白居易的诗深受欢迎？“接

地气、通俗化、重叙事。”朱易安解释
说，更为重要的是，白居易的诗表达出
黄帝文化中的一个根本宗旨——把民
族社稷放在第一位，报效祖国，希望自
己的民族家国能够日益强盛。

中华民族肇始于黄帝，黄帝是中
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根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源头。“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
在前进的过程中，都需要依靠，这个依

靠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是精神财
富。”朱易安说，祭拜黄帝在中国有悠
久历史传统，我们应将这一文化传统

继承并发展下去，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应上升为国典，以此来增进民族认同、
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我们炎黄子孙
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这样一个根，值得
依靠和怀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挖
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
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
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
魅力和时代风采。

朱易安表示，新时代赋予了文
化新的历史使命，面对新时代的各
种机遇和挑战，更应该从祖先智慧
中汲取营养和力量，与时俱进，不断
创新，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精
神力量。③6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应上升为国典”
——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易安

祭拜黄帝在中
国有悠久历史传统，我们
应将这一文化传统继承并
发展下去，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应上升为国典，以此
来增进民族认同、文化认
同、国家认同。”

新华社武汉 4月 16 日电 根据
当前汉江水情和丹江口水库蓄水水
位偏高的实际情况，我国南水北调中
线一期工程4月到6月期间向北方启
动生态调度，累计向天津、河北、河南
三受水区生态补水5.07亿立方米，这
是我国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运行
三年多以来，首次正式向北方进行生
态补水。

记者16日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
员会的防汛会商会获得上述消息。

根据近日下发的《水利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丹江口水库向中线工程受水
区生态补水工作的通知》，针对当前汉
江水情和丹江口水库蓄水水位偏高等
实际情况，统筹考虑水库防洪、受水区
供水和汉江中下游用水情况，经研究，
决定今年4月到6月组织中线工程向

受水区实施生态补水工作。
据介绍，初步确定的5.07亿立方

米生态补水规模中，天津市为0.47亿
立方米，河北省为3.1亿立方米，河南
省为1.5亿立方米。

长江委将根据丹江口水库来水蓄
水情况，在优先保障年度水量调度计
划和水库月末水位控制的前提下，合
理安排生态补水调度规模和方案。

会商会上有关部门介绍，4月16
日 8时，丹江口水库水位 161.95米，
蓄水量 196.035 亿立方米。目前陶
岔渠首供水流量245立方米每秒，较
年度计划供水流量多 68 立方米每
秒。同时，来自国家气象局提供的最
新中长期降水预报显示，预计 2018
年 4月至 6月，丹江口水库上游流域
降雨量总体比正常年略多。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首次向北方实施生态补水

（上接第一版）
施瓦布表示，习近平主席去年

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精彩演讲
至今令人难忘，广为世人称道。您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
式上的演讲再次引起全球关注，获
得广泛赞誉。您倡导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主张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面临
挑战之际，为世界各国合作发展指

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劲动力。
世界经济论坛主张推动经济全球化
和多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
主义。世界经济论坛对过去40年来
与中国的合作感到自豪，愿在支持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创新发
展等方面同中国加强长期合作，为
加强全球治理体系，推动解决世界
性问题共同作出努力。

杨洁篪、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世界经济论坛主席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农历戊戌年

4月16日，游人在长垣县赵堤镇大浪口村参观游玩。从2016年开始，该
村在大浪口古寨原址上建设生态旅游民俗文化村。目前，民俗旅游已成为该
村壮大集体经济、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⑨6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