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洋淀，曾是英雄雁翎队伏击日寇
的主战场，镌刻着鲜明的红色印记。历
史与未来在这里交汇。如今，这里是雄
安新区生态建设重要战场，书写着中国
改革开放的新传奇。

红色精神依然闪闪发光

四月的白洋淀，春风拂面，新苇吐
绿。

今年 68岁的王木头每天一大早就
来到村口的码头，摇着小船走水路到白
洋淀抗战纪念馆上班。作为讲解员的
他，白洋淀畔的红色故事讲了一辈子。
“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

千顷苇塘摆战场，抬杆专打鬼子兵……”
王木头说，这首记录抗日战争期间雁翎
队神勇表现的民谣，至今仍在白洋淀一
带传唱。

白洋淀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
泊，143个淀泊星罗棋布，3700条沟壕纵
横交错，是天然的游击战场。王木头
说，不甘心做亡国奴的淀区人，拿起猎
枪、渔叉、大抬杆土炮，组成了雁翎队。

打鬼子、端炮楼、除汉奸……从
1939 年成立到 1945 年配合主力部队解
放安新县城，雁翎队由最初的 20多人发
展到 120多人，与敌军交战 70余次，击毙
俘获日伪军近千人。

雁翎队打鬼子的故事，鼓舞了一代
又一代人。“多年来，听我讲解的游客超
过了 200万人次。”王木头说，为了让更
多人了解雁翎队，我会一直讲下去，直
到讲不动为止。

70多年后，“雁翎队”精神，依然闪
闪发光。

雄安新区的设立，让白洋淀旅游热
愈发升温。2018年，白洋淀景区接待游
客量达到270.9万人次。

不仅红色文化在传承，还有活跃跃
的创造。王木头说，大家现在都为新区
建设而奋斗。

让“华北明珠”重绽风采

年初，一个令人喜悦的消息传来：
2018 年白洋淀淀区主要污染物浓度实
现“双下降”，总磷、氨氮浓度同比分别
下降35.16%、45.45%。

47 岁的安新县赵庄子村村民赵辉
说，白洋淀能变干净，他的渔网被清除
值了。

白洋淀对于维护华北地区生态环
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誉为“华北
之肾”。但上世纪 60年代起，受气候干
旱、上游断流等因素影响，白洋淀干淀
现象频发。粗放式发展更使白洋淀陷
入了污染的恶性循环。

蓝绿是雄安的底色。根据规划，雄
安未来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 70%。雄安
新区开好局、起好步，重要基础是保护
白洋淀生态功能和强化环境治理。

新区设立后，在白洋淀环境综合整
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606 个有水纳污
坑塘全部完成治理；强化 133 家涉水企
业监管，严格整改提高标准，不达标的
全部停产整改。

2018年，新区清理白洋淀围堤围埝
及沟壕水产养殖 741处，养殖面积 9.1万
亩；排查、整治河道、淀区两公里范围内
入河入淀排污（排放）口11395个。

这一年，养了 8年水产的赵辉，带头
将渔网清理掉。“开始清除渔网时，心里
不好受，毕竟靠着它养家糊口，多的时
候一年能赚几十万。”

污水处理设施建起来了，每家每户
的污水全部收集，如今的赵庄子村，白
墙灰瓦、小桥流水，是白洋淀最吸引游
客的地方之一。“新区设立后，我们村变
美了，设施改善了，一定会有更多的人
来白洋淀游玩。”赵辉说，今年计划开个
淀上荷园度假村，转型搞旅游。

守住文化根脉留住

记忆乡愁

白洋淀文化资源丰富，作家孙犁笔

下的荷花淀，一望无际的芦苇荡，无不
令人神往。在这里，有圈头烈士祠、赵
北口戏楼等历史文物古迹，也有安新芦
苇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个新城市要立得住，关键要传

承好自己的文脉。”河北省委常委、副省
长、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陈刚表示，雄安新区在大规模规划建设
之前，就主动对历史文物、历史风貌、文
化遗存进行保护，启动了“记得住乡愁”
专项行动计划。

雄安新区活跃着一大批民间艺术
团体和个人，雄县古乐、安新圈头音乐
会、容城沙河营百年剧团……他们以
农民为生力军，世代相传，为当地民众
文化生活、艺术修养的养成作出了贡
献。

新区成立工作专班，深入村庄一线
调查走访，并将非物质类乡愁遗产的类
型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等十几个类
别，目的是引导群众树立文化自信，为
新区规划建设注入文化力量。

雄安新区规划研究中心规划组组
长夏雨介绍说，新区规划建设局对“乡
愁点”开展校核、补充、录入地理信息系
统，一批承载着雄安新区人民记忆，凝
聚着新区传统文化基因的乡愁遗存被
登记造册、建档存根，形成了总数为
2367项“乡愁点”的数字坐标总图。
（新华社石家庄4月15日电 记者

高博）

从革命老区到雄安新区 白洋淀迎来新生

王尚德像。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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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变卖家产，
奋斗不息，直至牺牲。家人一直将爷爷的
革命初心和奉献精神作为家风家训，把红
色精神代代传承。”英烈王尚德的孙子王
中新说，自己始终铭记爷爷的革命精神，
在工作和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

王尚德，1891年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县
（今渭南市临渭区）。1918年，他怀着对新
知识的渴望，以及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满
腔热情，奔赴辛亥革命发祥地武汉，考入
武昌中华大学。入学后，他加入了恽代
英、林育南等创办的利群书社，1922年 7月
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 8月，受董必武指派，王尚德等
回到陕西，在渭南赤水镇建立了陕西社会主
义青年团组织。王尚德等人在家乡成立了
乡村教育研究社，并在此基础上集资创办赤
水职业学校，宣传革命思想，为党培养干
部。从1922年下半年起，他逐步把马克思主
义的传播范围扩大到华县、三原、西安等地。

1925年 10月，在王尚德指导下，陕西
最早的农民协会渭南东张村农民协会成
立。同年 12月，他转为中共党员，任中共
赤水特别支部书记。

1926 年，王尚德赴黄埔军校，在政治
部宣传科工作。1927 年春，他到达西安，
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
长，负责筹备建立陕西省农民协会。

大革命失败后，王尚德受到匪特严密
监视，处境险恶，他按照组织指示转入地
下斗争，先后在崇凝、高塘地区创建苏维
埃，开展兵运工作。1928 年春，他参加渭

华起义，起义部队在河南邓县被打散后，
在当地坚持秘密斗争。同年当选为中共
豫西南特委委员，不久因叛徒出卖被捕，
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

1933 年冬，王尚德返回家乡继续办
学，从事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西安
事变期间，被任命为陕西省抗日民众运动
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
他把子女和大批学生送往延安。

王尚德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
恐惧。1941年 5月，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
了王尚德，逼他供出渭华一带党的组织。
在国民党秘密设置的特别监狱里，王尚德
经受了皮鞭、老虎凳等各种酷刑的折磨，
但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敌人的威逼利
诱。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在各方压力
下，王尚德获释出狱。出狱后的王尚德不
顾个人安危，不惧敌特威胁，毅然留在渭
南坚持斗争。1946年 8月 13日，国民党军
统特务以卑劣的手段，将王尚德暗杀。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王尚德为革
命所做的杰出贡献，当地党委和政府修建

了王尚德烈士陵园。在陵园里，展示着王
尚德在任赤水团支部书记和赤水特支书
时与团中央来往的书信。这些书信穿越
历史的尘埃，向无数前来瞻仰的干部群众
诉说着革命的初心。

（新华社记者李浩）

王尚德:陕西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日前，海南省委通过了《中共海南省委关于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打下坚实基础的意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推

进全面开放高质量新格局的加快形成。图为位于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的三亚国际免税城夜景。

新华社发

■李克强 15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五次中
日经济高层对话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以及
部分日本政府内阁成员

■李克强近日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
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自2019年 5月 15日起施行

■栗战书 15日在京会见萨尔瓦多国民
议会第一副议长奥兰特斯

■汪洋 15日在京会见巴基斯坦参议院
副主席曼德维瓦拉 （均据新华社）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简称北京世园会）将于 4月底在北京
延庆召开，在为期 162天的盛会里，预
计接待中外游客1600万人次。为更好
地服务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将有2万
名志愿者在会期参与园区运行和游客
服务，每天近 600名志愿者同时上岗，
每个志愿者将连续服务不少于7天。

据悉，此次志愿者招募工作涉及
北京47所高校、16个区和 60家企业。

北京师范大学白鸽青年志愿者协
会会长周璐负责组织本校的世园会志
愿者招募工作。她说，志愿服务精神
已经融入高校师生的血液中，“这次学
校对北京世园会的志愿者活动介绍得
非常具体，同学们参与的热情非常
高。”

记者从北京世园局获悉，自 1月
世园会发布园区志愿者社会招募信息
以来，世园会官方收到线下、电话和现
场咨询的报名者超过 10万人次，网上
报名超 1.5万人。由于世园会持续时
间较长，北京世园会志愿者采取分批

招募、滚动培训方式，提前两个月招
募，提前一个月培训。

截至目前，北京世园会试运行期
和开幕式需要的 2000 名志愿者已顺
利招募完成。这些志愿者绝大部分有
过大型活动志愿服务经历，具备流利
的英语交流能力，很多人还熟练掌握
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语种，具备良
好的语言交流能力、新闻宣传经验及
园艺知识等。

针对志愿者上岗前培训，北京世
园局规定志愿者应接受不少于 30学
时的系统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北京历
史文化、志愿者服务知识以及基本的
礼仪、应急处理等。为了能让志愿者
适应每周大规模轮换，快速掌握岗位
服务技巧，世园局还将岗位服务内容
拍摄成实景真人演示视频，方便志愿
者自主学习。此外，志愿者的住宿、交
通、餐饮、保险等后勤保障工作也已准
备就绪。

中国人民大学校团委副书记李晶
介绍，除了世园会的培训外，他们还为

本校 170多名志愿者邀请了国内园林
园艺相关领域的专家，帮助志愿者提
升世园会专业知识和志愿服务水平，
便于在会期更好地做好服务保障工
作，彰显当代青年风采。

“能选上的都是幸运儿，但幸运
儿也更需要努力。”来自中国人民大学
的志愿者李梦珊告诉记者，志愿者都
是从众多的报名者中优中选优筛选出
来的，基本都是“95后”“00后”。

参加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彩排的北
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学生刘周涵说：
“我希望能发挥自己语言沟通的优势，
做这次世园会上的‘螺丝钉’，贡献微
薄之力”。

憧憬着在世园会开展志愿服务的
周璐说：“能成为世界了解绿色中国的
窗口，我无比自豪！希望到时能向各
国游客讲解好‘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
的办会主题，向世界介绍中国绿色发
展的最新成果。”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记

者陈旭、魏梦佳）

北京世园会志愿者—

愿做世界了解绿色中国的窗口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在第四个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各地纷纷开展丰富多
彩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努力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共筑国家安全防线。

歌曲、小品、人物故事……在 15日下午由北
京市委国安办和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日主场宣传活动上，国家安全教育知
识通过一个个或诙谐、或感人、或振奋的节目，春
风化雨般地浸润着现场观众。

15日晚，广州、深圳两地的地标性建筑同时为
国家安全教育日点亮，滚动播放国家安全相关公
益广告，成为夜间一大景观。除投放灯幕广告外，
广东还举办“一堂国家安全课”、国家安全教育展
等活动，强化广大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

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
在，要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
动中，多地将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同社会主义
法治教育等与民生相关的内容结合起来，切实筑
牢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

15日一大早，雄壮的国歌声在新疆英吉沙县
色提力乡帕其英也尔村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下，村民们庄严肃穆地向国旗行注目礼。

当天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行“万村千
万人同升国旗”活动，乌鲁木齐、喀什、和田、伊犁
等地的 12000个村（社区）举行了以强化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为主题的升旗仪式。听完升旗仪式后
的宣讲，村民布艾杰尓古丽·托合提深有感触：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要以实际行动维护民族团
结，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第一时间举报，坚
决不传谣、不信谣。”

国家安全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各地
普遍开展国家安全教育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
进企业等宣讲活动，让总体国家安全观意识根植
群众心中。

在重庆市西南政法大学举行的“国家安全教育
进校园”主题活动现场，大学生们富有青春色彩的节
目，展现了当代学子对国家安全的关切。重庆市大
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宣讲团现场向广大学生发出倡
议：“维护国家安全，全在青春之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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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西宁4月15日电 （记者
李亚光）记者从青海省发改委及三江源
国家公园管理局获悉，2005 年至今，我
国在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投入资金已
超180亿元，今年将再投9亿元。

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
发源地。上世纪 70年代起，气候变化及
人为因素致当地草原、河湖等生态系统
发生退化，源头涵水能力下降，对下游产
生影响。

2005 年，我国启动为期 9年的三江
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累计投入
资金 76.5亿元，初步遏制了这一地区的
生态退化趋势。2014年 1月，投入更高、
标准更严格的二期工程接续启动，生态
恢复治理面积达到39.5万平方公里。

据介绍，今年三江源地区将确保完
成 9亿元以上的二期项目投资及建设任
务。到 2020 年，我国在三江源地区一、
二期工程总投资有望达到240亿元。

我国14年投入三江源生态保护资金逾180亿元

湖北省将“国家安全进社区”作为此
次主题宣传活动的重点。在武汉市百步
亭社区同心亭，300多名社区居民、志愿
者齐聚一堂，社区居民沈胜文带领大家
宣读“倡议书”，社区 20余名青年志愿者
自发组建了一支“国家安全宣传志愿
队”。以“红色物业”为主体的社区“小喇
叭”宣传队还在现场就《国家安全大家

学》进行了宣讲。
“安不忘危，盛必虑衰。”维护国家安

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相信
通过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契机，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将得到切实增强，并汇聚
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