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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铎 侯文坤
王作葵

如果此生只能再讲一句话，你
会说什么？

长江边、洪湖畔，曾有着这样一
群人，他们的生命是那么的短暂，他
们的语言却是那么的坚定。

这些语言，拥有穿透历史的力
量。

陈步云：给儿做套列宁服
他是儿子，也是丈夫。牺牲前，

他对自己的母亲说：“儿死后，您一
不要给儿烧纸，二不要给儿做斋，只
要给儿做件列宁服穿上就行了。”在
湖北省监利县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
龙敏的指引下，《陈步云妻母探狱
图》映入参观者眼帘。

陈步云，1927年任中共监利县
委书记。他率领监利剅口农民秋收
暴动队，向反动势力展开武装斗争。

1929 年 2月 7日，陈步云在剅
口附近的黄桥召开群众大会，由于
叛徒告密，在场的县委干部和革命
群众被国民党军包围。危急关头，
群众将陈步云藏进了草垛里。

为了威逼老百姓交出陈步云，
敌人架起机枪准备开枪射击。

“不能开枪，我就是你们要抓的
陈步云！”为保护群众，陈步云冲出
草垛，大义凛然地走向敌人。

敌人对陈步云用尽酷刑，又把
他的妻子和老母抓来探监，企图用
亲情软化他。

“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请你
们在我的坟头放一挂鞭炮，好让我
和你们一起高兴！”陈步云对妻子和
母亲这样说。

1929年3月22日，陈步云高唱
《国际歌》英勇就义，年仅30岁。

龚南轩：要我投降比登天还难
“从事革命，努力奋斗；壮志未

遂，半途牺牲；母老子幼，孝义两亏；
教育子女，继续革命；只要真理，视
死如归；共产党员的意志不可摧，要
我投降比登天还难！”作为一名父
亲，在狱中面对自己的幼子，龚南轩
写下了这篇“拒降书”。

龚南轩，1926 年加入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龚南轩同陈步云等人
在监利县建立和发展中共党的组
织，开展农民运动，在县城附近的黄

公垸秘密成立了监利县第一个中共
党支部，龚南轩被选为宣传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龚南轩转移到
洪湖沿湖一带坚持斗争，组织领导
了全县的秋收暴动，建立了洪湖岸
边最早的一小块革命根据地。

20世纪20年代末，龚南轩在开
展地下活动时不幸被捕，“要我投
降，除非日出西山，江水倒流！”他这
样对敌人说。

敌人见硬逼不行，又施软计，乘
龚南轩的嫂子抱着他的幼子到监狱
探视之机，用所谓“天伦人性”劝他
投降。

行刑之日，敌人给龚南轩带上
脚镣手铐，游示长街。龚南轩沿街
高呼：“革命一定胜利，反动派必将
灭亡！”英勇就义。

秦凤二：留我何用？留儿报仇
在湖北省石首市桃花山镇，革

命母亲秦凤二一门九英烈的故事广
为流传。

“红军树上党旗飘。”红色廉政
教育基地现场教学老师吴嫦蓉介绍
说，秦凤二有3个儿子，其中大儿子
李恒久是中共石首中心县委军事部
部长。在长子影响下，秦凤二也走
上了革命道路，担任桃花山四区区
妇协会主任。

她不仅走村串户号召妇女起来
反封建、反压迫，还先后动员自己的
大伯李楚文、二伯李丕明、小叔李克
文、侄子李新德、李光中、李光华和次
子李炳煊、小儿子李作鉴参加革命。

1928年 8月，在反“围剿”斗争
中，李恒久、李炳煊兄弟俩壮烈牺
牲，秦凤二的其他六位叔伯子侄也
相继遇害。1932年 7月，国民党对
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秦
凤二和小儿子不幸被捕。秦凤二的
娘家哥哥为了救妹妹和外甥四处奔
走，最后敌人仅答应免去秦凤二的
死刑，但还是要杀死她的小儿子李
作鉴。秦凤二得知这个消息后悲愤
异常，她说，留我何用？留儿报仇！

就这样，秦凤二用自己的生命
换回了儿子的生命。临刑前，秦凤
二高喊：“共产党是杀不绝的！”

一家10人参加革命，9人英勇
就义……

漫步洪湖畔，这样的故事如洪
湖水的浪花，不断朝记者涌来。

（新华社武汉8月4日电）

生命的最强音
——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烈

□新华社记者 宋振远 孙少龙
徐海波

炎热的八月，位于湖北省红安
县七里坪镇的长胜街平静如常日。

就在这条老街，曾诞生了一座
以列宁命名的“城市”，孕育了革命
的星星之火。

走进长胜街，映入眼帘的俨然
是一副老街风情画：600余米长的街
道并不宽，道路两侧砖瓦结构的房
屋鳞次栉比，各色店铺之间，列宁市
经济公社、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
列宁市苏维埃合作饭堂、七里坪工
会等革命旧址前不时有游客拍照留
念，记录着老街的红色故事。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
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
饭。”这首至今仍回响在长胜街的民
谣，道出了中国革命史上浓墨重彩
的一笔——黄麻起义。

1927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八
七会议精神的指引和中共湖北省委
的领导下，黄安、麻城3万余名农民
自卫军和义勇军在七里坪誓师，经
过激烈的战斗，攻克了黄安县城，打
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右
派的第一枪，黄安县也因其特殊的
历史地位，得以更名为红安县。

1930年初，七里区苏维埃政府
成立。为鼓舞苏区人民的革命热
情，由中共鄂豫边特委徐宝珊提议，
鄂豫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以无产阶
级革命导师列宁的名字为七里坪镇
取了一个响亮的新名称——“列宁
市”。同时，为纪念革命烈士、中央
军委秘书长杨殷同志，长胜街当时
也被命名为“杨殷街”。

“列宁市”的规模不大，却“五脏
俱全”。为粉碎敌人对苏区的经济
封锁，保障军民生产和生活物资供
应，苏维埃政府在杨殷街设立了列
宁市经济公社、鄂豫皖苏维埃银行
等机构，有效地活跃了当时的城乡
经济。

为接待南来北往的同志，1931
年至1933年间，列宁市苏维埃政府
还在此开设了列宁市苏维埃合作饭
堂，只要持有红军的介绍信，都可以

得到饭堂的免费招待。纵使只有粗
茶淡饭，但共产主义的理想光辉，在
此已有了些许体现。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
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
结彩……”

在离长胜街不远的列宁小学旧
址，红色歌谣《八月桂花遍地开》的
歌词被工整地写在一块黑板上，供
过往游客观看。

列宁小学的前身，是黄安县第
二高等国民小学。1925年，在董必
武的指导下，中共黄安特别支部成
员王文煜等将国民小学改为平民学
校，以办学为名，秘密开展革命活
动。1930年 2月，黄安县苏维埃政
府将该校改名为“列宁小学”。

“妈妈告诉我，红军到了，我们
要去拥护红军。”在列宁小学曾经使
用的《初级国语第一册》书中，人民
对革命队伍的热爱与敬仰流露于字
里行间。

小小的学校里，贫雇农、红军和
地方干部的子弟一同在此学习政
治、国语、算术、常识、唱歌、体育、军
事、劳作等课程，同时参加革命宣传
和放哨等活动。虽然学校在国民党
进入七里坪后随即停办，但革命的
火种，已经一点一点在这间仅有200
余平方米的学校中生根发芽。

新中国成立后，列宁小学复学
并迁至新址，旧址于1988年被确立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列宁是根据地人民心中的革
命导师。七里坪改名为‘列宁市’，
既肯定了七里坪在根据地的中心地
位，也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革命斗
志，寄托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
期望，对革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
义。”红安县档案馆馆长辛向阳说。

站在长胜街街口回望，这条历
经战火、饱经沧桑的老街依旧巍巍
而立。

这里，曾是苏区人民以革命乐
观主义精神铸就的一方热土，鄂豫
皖革命根据地因此发展壮大，走出
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两支重
要的革命队伍，铸就了长征的伟大
传奇。

（新华社武汉8月4日电）

走进“列宁市”
一条老街的理想之光

□新华社记者 任卫东 姜伟超
程楠

100 多年前，左宗棠在这里哀叹
“陇中苦瘠甲于天下”。而今，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正深
深植根于这片土地。随着国家一个个
大布局、大战略、大规划的实施，借助

“一带一路”建设，这片新中国扶贫开发
的出发之地，正在用“绿色”谋未来，一
幅幅壮美的生态发展画卷徐徐展开。

这里，是甘肃！
生态蜕变 绿色脱贫
有一种脱贫叫“蜕变”。
定西，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三

成。不毛的土山、漫天的黄土和山坡上
的放羊人，是人们最深的记忆。风沙吹
了一年又一年，吹得人们脸上的皱纹像
沟壑一样深。这里的人盼雨又怕雨，一
毛不生的山沟遇雨就变洪水，老百姓常
哀叹旱地多水灾！

而今，如果像鸟儿一样飞越黄土高
原，俯瞰这里的山川丘陵，你会发现黄
土高原和群山梁峁之间，不时出现一片
片郁郁葱葱的林木，生机勃勃，茁壮成
长，绿意盎然。

借着“绿色”的东风，定西市“中国
药都”的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薯都”
的名气越来越响。

生态蜕变，黄土地不再生长贫穷。
7月下旬，离定西市300多公里的

秦巴山区深处，陇南市徽县群山滴翠，
花香四溢。该县大河店镇硬湾村曾是
当地最贫困的村庄之一，因为道路难
行，诗人杜甫还曾在这里留下“朝行青
泥上，暮在青泥中”的诗句。

这两年，扶贫干部组织村民成立了
蜜蜂养殖合作社，充分利用当地的“原
生态”环境发展蜂蜜产业。2000多箱
蜜蜂，每箱每年可带来三四千元收入，
硬湾村靠此实现了整体脱贫。

村民们对于绿色的理解也有了不
同。现在大家对于树木和环境的爱护
胜过金钱，因为“只有树木多、环境优，
收入才能高”。

事实证明，扶贫之路和生态之路是
一条路。

2018年，甘肃省18个县市区退出
贫困县序列，毫无例外，都是生态和小
康“同步走”。

如今依托旅游扶贫，好风光、好山
水渐渐成为甘肃一些贫困群众致富增
收的“金山银山”。

政府顺势而为，从去年开始，甘肃
省省级财政每年安排1亿元，扶持500
个村发展乡村旅游，创建206个旅游示
范村，新建1万户标准农家乐。力争到
2020年，通过发展旅游带动脱贫的人
数占总脱贫人数20%以上。

传统产业“脱胎换骨” 新兴产业
“强筋壮骨”

“甘肃正在实现一场绿色蝶变。”5
月份举办的第二届“甘肃·祁连山高峰
论坛”上，许多专家表示，通过紧抓十大
生态产业大发力，甘肃正在把“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数据是最好的佐证。2018年，甘
肃省十大生态产业完成增加值1511.3
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8.3%，增长
6.7%；今年一季度，十大生态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7.4%，占全省GDP的比例
提高到21.1%，成为推动甘肃高质量发
展的新引擎、新动能、新支撑。

向绿，是痛定思痛后的转型。
2018年1月份，甘肃省将推动绿色

发展崛起、构建生态产业体系作为发展
主攻方向，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
源、循环农业、中医中药、文化旅游、通
道物流、数据信息、军民融合、先进制造
等十大生态产业有了“作战图”“施工
图”。

酒钢集团超低排放改造工程，是生
态产业中清洁生产产业的带动性工
程。酒钢能源中心热动总工程师文博
告诉记者，目前，酒钢集团已完成多台
机组改造，减排效果明显，“二氧化硫、
氮氧化合物和烟尘都实现了超低排放，
其余机组的超低排放改造将在今年完
成。”

在有限资源与消费扩张、环境保护
与经济发展之间，甘肃省正大力推进产

业结构调整，一大批新兴产业已显露勃
勃生机。在甘肃，循环经济让老工业基
地重新焕发青春，不少企业正跃跃欲试
角逐新兴行业龙头。

这场生态发展“竞速”，鸣枪就是冲
刺。

在白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甘
肃康视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厂房内
机器轰鸣。这个坐落在写字楼里的“无
垃圾、无废水、无污染”工厂，已是国内
生产能力最强的彩色隐形眼镜生产企
业之一。

甘肃省统计显示，2018年该省生产
总值超过8200亿元，较新中国成立之初
增长了600多倍。其中，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均保持较高增速。

生态发展不仅给老工业基地带来
新动能，也借助新农业让昔日的戈壁荒
滩绿意渐浓。在甘肃河西走廊的酒泉
市肃州区，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已成为当
地人的“菜篮子”“钱袋子”。

肃州区总寨镇沙河村的一座温室
大棚内，农民范立德拿出手机，打开“大
棚管家”手机客户端，点击“卷帘打开”
选项，棚顶的保温布随即缓缓掀开，室
内顿时凉风徐徐。

“过去，这里是一片荒滩；如今，能
在石头上发家，真是没想到。”范立德
说。

甘肃省计划到2025年形成现代丝
路寒旱农业面积30万亩，生产蔬菜、果

品、食用菌等园艺作物250万吨，实现
年产值120亿元，力争把河西走廊地区
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西菜东调等蔬菜
供应的重要基地。

以区位优势构建大开放新格局
今年4月，一批产自甘肃的建材、

苹果和来自东部省份的服装鞋帽等产
品在甘肃兰州集结后，乘坐南亚国际班
列运往尼泊尔。

全长近 7000 公里的陆上丝绸之
路，在甘肃省境内绵延1600多公里，甘
肃省也由此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的黄金段，与中亚、欧洲、南亚、东盟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贸往来、人文
交流方面的合作不断加强，向西、向南
开放速度不断加快，丝路古道迎来多向
开放繁荣。

向南开放的通道不止如此。2017
年 9月，兰渝铁路开通，西部地区货物
沿该条铁路向南经重庆、贵州、广西等
省区市，形成了贸易最便捷的“陆海新
通道”。

2017年以来，甘肃省已经发运“陆
海新通道”班列 30多列，大西北的铝
材、洋葱等不断“南下”，东南亚地区的
冰鲜产品和热带水果随之“北上”，丰富
了西北地区人们的餐桌。

目前，甘肃省已经建成兰州、武威
国际陆港以及兰州、敦煌国际空港，天
水国际陆港、嘉峪关国际空港也在规划
建设中，甘肃省“三大陆港、三大空港”
开放平台逐渐形成，推动包括甘肃在内
的西部地区不断“引进来、走出去”。

兰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甘肃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进
出口额达47.8亿元，同比增长6%，成为
甘肃省外贸增长新亮点。频繁的经贸
往来，带动了甘肃省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在人文、医学、建筑等多个领域的
密切交流。

兰州新区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前
沿，借助“一带一路”东风正在快速崛
起。目前建成综合保税区、中川国际航
空港、中川铁路口岸等多个对外开放平
台，形成了以铁路、公路、航空为基础的
立体交通枢纽体系，并列入全国第二批
空铁海公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
甘肃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通道优势进一
步凸显。向西，面向中亚、西亚等地的
战略通道、商贸物流枢纽和人文交流基
地领先起航；向南，与东南亚“一路”与

“一带”的联通越发紧密。截至2018年
底，甘肃省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394.7
亿元，增长21%，增速比上年提高44.9
个百分点，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
增长22.9%。

甘肃以区位优势构建大开放新格
局，正在从内陆腹地走到开放前沿。

（新华社兰州8月4日电）

以“绿色”身姿站上发展前沿
——甘肃绿色转型发展纪实

□人民日报评论员

从围攻立法会、香港中联办，到围攻
警署、制造爆炸品等暴力武器，香港近期
暴力行为不断升级，已令所有关爱香港
的人痛心不已。香港当务之急是坚决支
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制止暴力，尽快恢
复社会安定，维护香港良好法治。

一个多月来，香港反对派和激进暴
力分子蓄意制造暴力事件，已经完全超
出了和平示威的范畴，脱离了诉求轨
道、扭曲了事件本身。众所周知，事情
起因于修订《逃犯条例》，但特区政府早
就宣布暂缓修例，相应的立法工作也随
之完全停止。然而，激进暴力分子不但

没有止步，还变本加厉。他们围堵香港
中联办、污损国徽、围攻警署、殴打警
察、污辱国旗，甚至在非法游行集会中
喊出“港独”的口号，不仅践踏香港法
治，更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种种
迹象显示，激进暴力分子根本不是为了
反修例诉求，根本就在于搞乱香港、搞
衰香港，摧毁“一国两制”。

任何文明和法治社会都不会容忍
暴力横行。我们看到，整个事件蔓延过
程中，作为社会秩序的守护者，香港警
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针对香港社会
的和平游行集会，特区警方一直依法批
准并提供必要的协助。然而，激进暴力
分子以和平游行作掩护，每每突破法治
底线，用砖头、铁枝甚至汽油弹攻击警

察，使用有毒有害液体、粉末袭击警察，
甚至咬断警察手指，其行径之残忍令人
发指。他们还煽动仇警情绪，人肉搜索
警察家人，恶毒咒骂警察子女。在个人
与家庭都饱受身心困扰的情况下，香港
警队仍坚守岗位、恪尽职守、无惧无畏、
忍辱负重，令人敬佩，其专业精神值得
香港市民的赞许。

暴力冲击行为已严重威胁香港公
众安全，对香港法治、社会秩序、经济民
生和国际形象都造成严重影响。零售
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一个多月来，营
业额大幅下跌。人们忧心的是，如果暴
力行为再持续，法治基础、营商环境、社
会秩序等香港经济立足的根基势必遭
到破坏。从目前态势看，要有效制止暴

力，不能仅靠香港警方孤军奋战。香港
各界都要充分行动起来，旗帜鲜明反对
暴力、抵制暴力。

希望广大香港市民清醒地认识到
当前事态的严重性，对激进暴力分子坚
定说“不”，对企图摧毁“一国两制”、搞
乱香港、搞衰香港的势力坚定说“不”，
坚决阻止他们祸害香港的行径，坚决支
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制止暴力。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的繁荣
稳定，事关700多万香港市民的福祉，事
关国家的主权、安全，事关“一国两制”
的前途命运。中央政府坚定地支持香
港警方、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
暴力违法行为，追究暴力犯罪者的刑事
责任。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制止暴力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8月4日，武术龙狮巡游队伍
在澳门议事亭前地表演。当日，
澳门“2019 武林群英会”举行武
术龙狮巡游活动，约有 350 人参
与表演。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摄

澳门“2019武林
群英会”举行
武术龙狮巡游

游客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尕海镇尕秀村帐篷城度假区游玩（2018年
8月10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