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徐海涛 王菲

一个14岁的渔家小姑娘，冒着枪
林弹雨，咬牙忍受着手臂上的枪伤，一
夜驾船六渡长江，把三批解放军送到南
岸……这是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

“跟着共产党，老百姓才有好日子
过！”就是这句朴实而坚定的话语。

从“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伟画卷
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巨变，信
念一步步变为现实，如今86岁的马毛
姐，既是亲历者又是建设者、贡献者。
岁月如梭，她初心如磐，信念永远。

年龄最小的“小船工”，渡江战役立
大功

【小女孩勇护“生命之舟”】
1949年 4月 20日夜，百万雄师在

千里江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20 时
许，渡江战役在中线安庆至芜湖间率先
打响。在夜幕掩护下，突击船像离弦之
箭，直驶南岸。船过江心，南岸国民党
军队的轻重机枪猛射过来。

“照明弹和火光将夜里的长江照得
透亮。”当年仅14岁的马毛姐，是年龄
最小的船工。她负责掌舵，眼睛不太好
的哥哥划桨，从无为县（今无为市）的长
江边出发渡江。“不知道害怕，一心想着
送解放军过江。”她说。

“当时母亲岁数小，体格瘦弱，又是
女孩子，最初解放军不同意她上船。”马
毛姐的女儿刘光林说，是妈妈趁人不注
意，偷偷上了船，当解放军在船舱里发
现她时，船已经驶离了江岸。

茫茫江面上，机枪子弹拖曳着火
光，向渡船迎面打来，炮弹在江面上炸
起一个个水柱。与马毛姐同行的四艘
船中，有两艘被炮弹炸毁。

“敌人在南岸不断地放照明弹，飞

机也来回飞，子弹像雨点一样飞过来，
落在船边上……”72年前的情景，马毛
姐记忆犹新。

敌人的子弹密集袭来，打烂了船
帆，有一颗从她右臂穿过。简单包扎、
忍着伤痛，马毛姐和哥哥拼尽全力往江
对岸划去，整晚横渡长江六趟，把三批
解放军送上南岸。

【“马毛姐”们用小船划出渡江战役
的胜利】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949
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
民党反动统治覆灭；6月2日解放崇明
岛，渡江战役胜利结束，加速全国解放
步伐。

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千千万万
个像马毛姐一样的老百姓用小船划出
来的。“渡江战役中，每一名解放军战
士的身后，至少站着10位支前群众。”
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施昌旺
说。

渡江战役中，仅安徽无为、宿松、怀
宁三地就分别有2000多名船工参战，
有的父子、兄弟、兄妹齐上船，运送大军
过江。其中仅无为就涌现出一等功臣
296人、二等功臣937人。有的支前船
工牺牲了，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2021年 6月 29日，马毛姐获颁授
“七一勋章”。“这个荣誉不仅属于我，更属
于渡江战役全体支前船工。相比于荣誉，
我为党和国家做的事情太少。”她说。

从贫苦童养媳到“人民的服务员”
【贫苦童养媳“向阳生长”】
马毛姐是个苦出身。
1935年9月，她出生在无为县马家

坝村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家里以打鱼
为生，打到的大鱼渔霸要抢，小的卖不
上钱。经常没饭吃，出去讨饭，还被狗
追着咬。”马毛姐说，为了减少一口人吃

饭，她六七岁就被送给别人家当童养
媳。

1949年2月，解放军解放了长江北
岸的无为地区。“解放军赶走了渔霸，还
给我们分田、送粮食。”马毛姐说，她也
得以回到自己家，心中明白了一个朴实
的道理：只有共产党心里装着老百姓！

渡江战役前夕，马毛姐积极报名参
加了渡江突击队。“我想把解放军送过
江，让那边的老百姓也能过上好日子！”

信念一旦萌发，便会向着太阳生
长。新中国成立后，马毛姐进入学校读
书，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年满18周岁，
她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于
1954年6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支前模范”永做“人民的服务
员”】

作为渡江战役“一等功臣”“支前模
范”，马毛姐参加工作后却从不以功臣
自居，听从组织安排，先后在合肥车站
区针织厂、合肥车站区被服厂、合肥五
金六厂、合肥帽厂、合肥市服装鞋帽工
业公司等单位工作，从不挑拣岗位、讲
求待遇。

“党叫干啥就干啥，目的就是为了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马毛姐说，无论
是一线当工人，还是做妇联、工会工作，
她都牢记自己是一名党员，要勤勤恳
恳、任劳任怨为老百姓服务。

作为功臣、劳模，马毛姐曾多次受
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但她从不向组
织提个人利益上的要求。

退休以后，她也没有闲下来，经常
到机关、学校、工厂等地作报告，义务开
展革命传统教育300多场次。

几十年来，马毛姐的岗位多次改
变，不变的是对党的忠诚。她经常说是
党给了她一切，“我要把一生奉献给党
的事业，全心全意做好人民的服务员”。

永远跟党走，未来更美好
【景美民富，家乡展新颜】
前不久，马毛姐回到了家乡无为市

刘渡镇马坝村。
进入村庄，一幢幢两层、三层的漂

亮新房依水、沿路而建，花草树木成行，
生活设施完善。新居、稻田、荷塘、蟹
池、花木……这个昔日长江边的偏僻渔
村，如今已成为景美民富的美丽乡村。

而整个刘渡镇，2020年实现了最
后一批27户78人成功脱贫，全年新建
12.6公里的水泥路面村级道路，实施93
个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项目，进一步
改善交通条件和农业基础设施。

“变化太大了！以前我们只能以船为
家，哪有现在这么好的房子。以前的臭水
洼，现在变成了荷花塘、螃蟹田……”对比
今昔，马毛姐满怀喜悦，更充满欣慰，“没有
共产党，穷人就过不上好日子”。

她现场给家乡的学生们上了一堂
党史教育课，叮嘱他们“要义无反顾地
跟共产党走”“只有好好学习才能更有
本事为人民服务”。

【未来更美好】
“马毛姐是人民的功臣，更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无为市刘渡镇党委书记
刘俊说，作为基层干部，要学习马毛姐
忠诚于党、爱党护党的品格，践行初心、
一心为民的追求，无怨无悔、砥砺前行
的忠贞，知重负重、锐意进取的坚韧，从
中汲取精神的力量、奋斗的力量，在新
征程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马毛姐说，新旧社会对比，感受更
深。医疗保险、义务教育、脱贫攻坚……
这些关系民生的党的好政策，她特别拥
护。“跟着共产党，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
这既是真理，也是现实。我们的国家越来
越强盛，我们永远跟党走，未来一定更美
好！” （新华社合肥7月1日电）

渡江英雄马毛姐：跟着共产党，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张汨汨 张雷 朱姜海

铁翼飞旋写忠诚，战鹰呼啸心向
党。

7月1日清晨，在中国共产党迎来
百年华诞的神圣时刻，空中梯队列阵
长空，飞向天安门广场。

7时 55分许，一面鲜红的中国共
产党党旗，由一架直升机悬挂牵引，在
2架直-10型武装直升机的护卫下，迎
风向前。

4架运输直升机，悬挂着4面巨幅
标语紧随其后——“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伟大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国各族人
民大团结万岁”。

伴随着由远而近的轰鸣声，一个
巨大的“100”字样出现在天空上，那是
由5架直-10型、24架直-19型武装直
升机组合而成的。

“我们官兵要用特有的形式，向党
的百年华诞献礼。”特级飞行员、某陆
航旅旅长崔佳彬说，“这既是陆航部队
阔步成长的精彩亮相，也是我们向党
和人民发出的忠诚宣言。”

空中突击，机动作战，立体攻
防……执行护旗、编队任务的某陆航
旅和某空中突击旅，见证了人民陆军
转型发展的不凡历程。

呼啸声中，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的 10架歼-10飞机组成“71”字样轰
鸣而至，向党送上生日祝福。

梯队长机、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队长李斌曾 3 次驾机接受党和人民
检阅，他在此前接受采访时告诉记
者，组建59年来，表演队一直在全国
人民的关注中成长、高飞，不仅为近
170个国家的700多个代表团进行飞
行表演，更多次在阅兵、航展上留下
壮美航迹，13 次进行全国巡回飞行
表演。

党的十八大以来，空军八一飞行

表演队对外交流愈加频繁。他们一次
次飞出国门，在俄罗斯、巴基斯坦、新
加坡等国家精彩亮相，已经是国际舞
台展现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一张亮
丽名片。

挟风雷之势，负万钧之力，空军
15 架歼-20 飞机，迅疾通过天安门
上空，迎着党旗指引的方向振翅高
飞。

“每个楔队战机各5架，编成3个
中队一路挺进，象征着人民空军一往
无前的气魄。”空军某部部队长曹程介
绍，歼-20是名副其实的大国佩剑、制
胜刀尖。

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空，空军
航空兵某旅飞行一大队在大队长王海
的带领下，取得击落击伤敌机29架的
辉煌战绩，年轻飞行员们凝聚起让敌
人闻风丧胆的“空中拼刺刀”精神，被
命名为“王海大队”。

如今，乘着新时代的东风，这个旅
官兵正以“闻战则喜，英勇顽强，敢打必
胜，有我无敌”的血性胆气，用一个个

“首次”、一项项纪录，续写新的辉煌。
“今天的辉煌，是无数革命烈士用

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该旅参谋长王立
是中国空军第一个“金头盔”和“金飞
镖”的双料得主，“作为英雄的传人，我
们一定铭记党和人民的嘱托与厚望，
建功蓝天、保卫祖国，更好地肩负起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神圣使
命！”

战鹰作笔，白云为卷，10架教-8
飞机拉出红、黄、蓝三色彩烟压轴出
场。

“三色彩烟蕴含着广大官兵对党
和人民的深情祝福。”梯队长机、空军
航空大学参谋长陈解放介绍，红色是
党旗主色调，黄色是党徽主色调，蓝色
代表梦想与安宁，寓意人民军队在党
的坚强领导下制胜空天，守护幸福祥
和。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在党旗指引下振翅高飞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空中梯队飞行庆祝表演速写

6 月 30 日，参观南湖革命纪念
馆的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近日，位
于浙江嘉兴的南湖革命纪念馆迎来
参观热潮，“红船起航”主题展览日
均参观人数超过 10000人次。南湖
革命纪念馆基本陈列“红船起航”主
题展览由“救亡图存”“开天辟地”

“光辉历程”“走向复兴”4个部分组
成，全面展现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
带领全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
革伟大胜利的光辉历史。

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浙江嘉兴
南湖革命纪念馆
迎来参观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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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日的香港，红旗漫卷，中国
红耀眼。

维多利亚港中，上百艘插满旗帜
的渔船缓缓巡游，宛如长龙，蔚为壮
观。尖沙咀码头，众多香港市民唱起
国歌，舞动国旗、区旗，向游弋的渔船
致意。船上、岸上，欢呼声此起彼伏。

潮平维港阔，旗耀香江红。维
港两岸，主要建筑物上，大屏幕不时
闪现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贺
词。大街小巷，上百辆印有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百年、香港特区回归
24周年主题标语的大巴穿梭往来。

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香
港特区迎来回归24周年的日子里，香
港各界以多种形式表达对中国共产党
的祝贺、对特区的祝愿，祝福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香港的“一国两制”有更
加美好、光明的前景。

“好感动，好开心！”在广东道附
近，香港市民阿周望着数百面红旗组
成的旗海，止不住心中的激动，“觉得
香港有希望！”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百年历程，
以回归以来“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
赢得了香港社会的敬重。

一大早，香港多所中小学举行了
隆重的升旗礼。在黄楚标中小学，随
着国歌奏响，升旗队浩浩荡荡进场进
行升旗仪式，场面庄严肃穆。主礼嘉
宾太平绅士黄均瑜在致辞中勉励年轻
人要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及人民利
益，共同展望新中国成立百年的美好
前景。

在会展中心，参加“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暨香港回归祖国
24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的港区全国
政协委员胡剑江，抚今追昔，感慨万
千。

他谈起了刚刚结束的国家航天专
家访港：“今天太空有了中国空间站，
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奉献国家的
精神，让我非常感动和自豪。”

紧接着启动礼，8名“薪火相传”接
力跑运动员从主礼嘉宾手中接过火
炬，开始了寓意传递“不忘初心”的接
力跑。1997年出生的龙允浩说：“正
逢香港回到祖国怀抱24周年，也是中
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作为 1997
年出生的人，我们被称为‘回归的一
代’，参加这个‘薪火相传’接力跑，感
到任重而道远。”

在中环的香港邮政总局，香港邮
政“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邮
票正在发售。这是香港邮政首次发行
以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纪念邮票。据
工作人员介绍，邮局9点开门营业时，
门外的长龙已达上百人。

在新界大埔林村许愿树广场，“麒
麟献瑞贺百年”活动正在举行。来自
不同团体的100名义工挥动国旗和区
旗缓缓走入广场，砌成“100”字样；随
后锣鼓声起，100只花团锦簇的麒麟
在广场共舞。

紧接着，两架无人机将国旗及区
旗带上晴空，现场人士齐唱《歌唱祖
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00
名嘉宾在许愿树抛宝牒许愿，祝愿祖
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00岁与24岁，百年大党风华正
茂，香港特区蒸蒸日上。在这个特殊
的日子，众多香港人士指出，香港社会
需要更加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只有
理解共产党的宗旨、功绩，才能更好创
造香港的未来。

下午，在新界大围，香港最大政团
民主建港协进联盟（民建联）举行“贺
建党百年 庆香港回归”全港花车巡游
启动礼。民建联副主席陈勇表示，共
产党带领国家发展成就辉煌，民建联
安排花车巡游，希望向市民宣传国家
成就，让香港市民认识中国共产党。

建党100周年献礼影片《1921》7
月1日在香港多家影院与内地同步上
映，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在香港圆方
戏院举办隆重的集体观影仪式。庆委
会首席会长庄紫祥说，在这个特别的
日子里看这部电影特别有意义，希望
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观看这个电影，
了解共产党怎么起步和打拼的，中国
有今天的繁荣富强，是中国共产党带
领人民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换来
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
际，来观看这场反映中共建党历史的
电影百感交集。”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副会长马介钦和同伴吴国安特地赶来
观影。马介钦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也没有香港的“一国两制”。

“香港人需要补上这一堂历史
课。”马介钦的话代表了众多香港市民
的心声。

（记者 王旭 陆敏 丁梓懿 韦
骅） （新华社香港7月1日电）

100岁与24岁
——香港“7·1”庆双生□新华社记者

在天安门城楼、在观礼台，应邀出
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的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各界人士，带着
激动、兴奋的心情，共庆世界第一大党
的百年华诞。

回望百年成就，共展千秋宏图。港
澳各界代表恭迎盛会，倍感振奋，为中
国共产党的光辉业绩欢欣鼓舞，对保持
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信心十足，期
盼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
族迈向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非凡之治：百年伟业见证初心不改
上午 8 时许，百响礼炮响彻云

霄，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征
程。

现场亲历这一时刻，港区全国人
大代表、香港中律协创会会长陈曼琪倍
受感动：“礼炮声声回响，仿佛在告慰那
些为新中国奉献牺牲的革命先烈、仁人
志士——中华民族已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百年间，中国实现了从积贫积弱到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温饱不足迈向全
面小康、从封闭半封闭迈向全方位开放
的历史性跨越。“这是几代人的辛勤付
出，来之不易。我们为此感到振奋。中
国共产党让我们中国人挺直腰杆、有骨
气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澳区全国人
大代表、澳门街坊总会理事长吴小丽

说。
“千秋伟业今朝喜，百年大党风华

盛。”澳区全国人大代表、澳门归侨总会
会长刘艺良欣喜地说，中国共产党之所
以成功，关键在于不忘为人民谋幸福的
初心，不忘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始终
扎根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代表广
大人民群众利益，勇于自我革命，坚持
优良作风。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
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施荣怀在大会
结束之后，立刻通过电话等方式与亲友
分享现场盛况，共享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的喜悦。

“共产党人的一片初心，就是一切
为了人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
得辉煌成就的成功密码。”施荣怀说，身
为港人，他时刻都可以感受到中国共产
党把人民放在心上。

非凡之制：坚持“一国两制”港澳
写就发展新篇章

“故事里，有回归的港澳，游子团
圆。”在大会现场，少先队员与共青团员
代表深情的朗诵，勾起在场港澳人士的
思绪与回忆。

澳区全国人大代表、澳门工商联会
会长何敬麟说，香港、澳门都曾感受到
国家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切肤之痛，
当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说到“中国人民也
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
役我们”时，他百感交集。“有了共产党
的领导，我们澳门才能‘回家’，才能有

祖国这个家作为我们的依靠！”
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相继

回到祖国怀抱。从顺利回归，到继续保
持繁荣稳定，再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承担新角色、新功能……在“一国两制”
的框架下，港澳两地不断书写历史的新
篇章。

“回归以来，港澳在变与不变中稳
步前行：城市中西合璧的风采浪漫依
然，活力和魅力更胜往昔；港澳同胞真
正实现了当家作主，享有比历史上任何
时候都更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全
国政协常委、香港新家园协会董事会主
席许荣茂说。

许荣茂认为，回归24年来，中央对
香港的支持与关怀，是其得以保持繁荣
稳定的重要源泉。“事实有力证明，‘一
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
佳制度安排。”

澳区全国人大代表、澳门特区立法
会议员施家伦说，中国共产党是“一国
两制”事业的创立者、领导者、践行者和
维护者。“一国两制”在港澳付诸实践的
过程中，党和国家在许多重大会议、决
策和发展规划中赋予港澳重要功能定
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非凡之志：把握机遇 为实现民族
复兴实干奋进

“这一百年里，经历过风雨、面临过
挑战，也遇到过极端困难的时刻，但我
们都挺过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谭耀宗说，实

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凭借着超凡的自信
与能力，领导与捍卫“一国两制”在探索
中不断前行。

“中国共产党始终都有着清晰明确
的规划，既能够立足时代发展的客观实
际，又有高瞻远瞩的洞察力与判断力。”
陈曼琪说，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正迎
来最佳机遇期，国家“十四五”规划确立
香港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的重要功能定
位，粤港澳大湾区为香港经济发展开辟
新格局。“在中央的领导下，香港必将由
乱及治、由治而兴。”

澳门青年、京澳经济文化交流促进
会秘书长吴子宁说，此次来到北京参加
建党百年的庆祝活动，给她深入学习党
史的机会。当她在大会现场听到雄壮
的《国际歌》，感觉仿佛回到中国共产党
创立之初的年代。“港澳青年要把握时
代赋予的机遇，扛起时代的大任，就必
须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深
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这样
才能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坚定维护

‘一国两制’。”
“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是香港

继续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我们应当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只有
努力实干，我们才能无愧于人民、无愧
于国家、无愧于历史。”谭耀宗说。

（采写记者 黄扬 刘刚 李寒
芳 牛琪 石龙洪）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坚持“一国两制”迈向民族复兴
——港澳人士热议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