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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隘林深，蕨草丛生。
今年57岁的钟鸣，家族里有6位亲

属当年参加了革命，其中3人牺牲在长
征途中，自1983年开始他就自发担任中
复村的红色文化讲解员。沿着蜿蜒小
路，钟鸣带记者来到南山镇松毛岭，实地
察看松毛岭保卫战战壕和白叶洋指挥
部旧址。

松毛岭是长汀县境内的一座大
山，南北纵贯 40多公里。“当年，红军
就是在这里打响了长征前在闽的最
后一仗。”听着钟鸣的讲解，昔日松毛
岭战场上的枪声仿佛依稀在耳边回
响——

1934年秋，国民党东路军第 36师
在多支部队协同下，配备飞机、大炮
向松毛岭发起猛烈进攻。红军和地
方红色武装坚守阵地 7天 7 夜，以牺
牲近万人的代价，抵抗 7万敌人的进
攻，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赢得
宝贵时间。

中复村有一位名叫罗云然的老人，
育有 6个儿子。3个儿子参加了红军，
全部壮烈牺牲。得知松毛岭战事惨烈，
红军急需补充兵员，老人又把剩下的3
个儿子送到红军桥征兵处。征兵干部
蔡信书不忍，劝他把小儿子留在身边。
老人说：“没有红军分来的田地，孩子们
早饿死了。就是断了香火，也要跟着红
军干革命！”最终，小儿子也战死疆场。

在红军桥征兵处，送子参军的故
事比比皆是。在这座客家廊桥的柱子
上，一道离地约 1.5米高的刻线清晰可
见。钟鸣告诉记者，这条线是当年红
军刻下的征兵线，身高超过线的年轻
人才能扛枪去参军。

钟鸣说，起初征兵线就是临时用
一根线或者画一下，但很多人年龄不
够，个子不够高，就半夜起来偷偷把线
改低。即便后来改成刀刻的线，但个
子矮的人还是昂着头、踮着脚努力把
自己撑高，争先当红军。

这是一条丈量生命的等高线。中
复村一带，先后有 2000多名子弟走过
那条线，大多数直接奔赴战场。钟鸣告
诉我们：这2000多人中，到达陕北时只
剩10人，最后活着回到村里的仅6人。
“作为红军后人，光追忆前辈们的

故事如何悲壮是远远不够的。”钟鸣坦
言，自愿做这份工作，既是责任使然，也
有为后人传递红色信仰的担当驱动。

起初，钟鸣在和参观者探讨一些
史实时，也时常被问倒。于是，他将零
碎、分散的原始资料重新整理，自费购
买并翻阅学习大量史书及将帅回忆录
查证，直至搞懂弄通，尽可能确保解说
有理有据。
“一个人的能力还是有限，希望

你们把红军将士们的感人故事多讲
给年轻人听，就像村里钟宜龙老人家

的那副对联写的：若要红旗飘万代，
重在教育下一代。”钟鸣饱含期待地
对记者说。

钟鸣所说的钟宜龙老人，家在距
中复村约两公里的长窠头村。得知
记者来意，这位大病初愈的耄耋老人
激动地打开了话匣子，讲起了当年的
故事。

那一年，年仅 6岁的钟宜龙，目睹
了时任女子游击队队长的养母涂从孜
一趟又一趟地将血肉模糊的伤员救护
回家的场景。
“战斗非常激烈，他们的脸上都是

泥和血。这样的历史，不能被遗忘。”从
参加工作起，钟宜龙就开始搜集整理红
军史料。2016年，他将自己的养老积蓄
掏出来修缮老屋，在家里办起了“红色
家庭展”，张贴着有关红军历史的文字
和图片。
“布展并不精美，甚至有些粗糙。

但这个展览办在家里，通过他们家族
的红色历史故事来教育后人，意义重
大。”陪同采访的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钟臣彪告诉记者，钟宜龙整个家族为
革命牺牲的人数达到40位。
“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

代。”伫立在老人的家门前，记者不由
感慨，这不仅仅是一副对联，更是一名
党员、一名红军后代的责任担当和大
爱情怀。

6月中旬，记者来到福建长汀，感受当地红军后人传承红色

基因的责任担当和大爱情怀—

把红军故事一代一代讲下去
■本报记者 赖文湧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黄宗兴报道：
“透支生命不辱使命，是你无私的奉献，
创造无数英雄壮举……”随着《永远的
精神高地》悠扬旋律响起，矗立在云端
的新疆军区神仙湾边防连顿时热闹了
起来。6月 14日，新疆军区文工团文艺
轻骑队来到海拔 5380米的神仙湾边防
连，为驻守在这里的官兵献上精心编排
的节目。

神仙湾边防连驻地大气含氧量不
足平原一半，气压仅有海平面的 60%，
动植物在这里无法生存，是当之无愧的
“生命禁区”。就在文艺轻骑队上山的

前一天，这里刚下过一场雪。
演员们强忍着头痛、胸闷、恶心、耳

鸣等高原反应的症状演完节目后，大多
脸色煞白，吸着战士们递上来的便携式
氧气袋。
“兵在哪里，我们的舞台就在哪里。”

这次他们也要登上近在咫尺却异常难行
的哨楼，为上面执勤的哨兵演出。从连
队营区到哨楼的108级台阶，平原上可以
轻松走完，可在海拔5000多米的“生命禁
区”举步维艰。
“神仙湾没有神仙，但有一群忠诚

的好兵。为了他们，就算是爬，我也要

爬上去！”入伍 30 多年、刚表演了两个
节目的演员陈晓昂带头说了一句，便披
上军大衣朝着哨楼的方向走去。大家
也都不甘落后地带上乐器，朝着哨楼方
向缓缓走去。

爬到一半时，演员姜浩芸头痛欲
裂、呼吸急促，坐在台阶上吸氧调整了
10多分钟。“他们坚守在这么艰苦的地
方，太不容易了！”看着哨楼上 3名笔直
挺立的哨兵，她又挣扎着往上爬。

唢呐独奏、相声、手风琴奏唱……在
喀喇昆仑之巅，3名执勤哨兵噙着热泪，
欣赏着文艺轻骑队的“特别演出”。

新疆军区文工团文艺轻骑队来到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边防连—

文艺演出送到喀喇昆仑之巅

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是我国三大高原淡水湖之一。上世纪70年代，草海生态系

统濒临崩溃。这些年，生态恶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草海周边水土流失治理成效显著。图为6月20日无人机拍摄的草海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新华社发

6月 21日 9时 30分，四川省宜宾市
长宁县双河镇，地震灾后的“帐篷小
学”开课了。六年级三班学生周冰洋
的母亲陈英看到孩子走进教室，脸上
露出笑容。

双河镇中心小学在这次地震中教
室损毁严重，学生们短期内无法正常返
校复课。得知这一情况，最急的莫过于
家长：毕业考试在即，孩子不能回学校
上课，怎么办？

6月 20日，宜宾军分区在“进村入户
排查灾情”中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请
示上级同意并会商地方相关部门后，命
令长宁县人武部负责搭建“帐篷小学”，
先解决即将要参加毕业考试的六年级
学生复课问题。长宁县人武部迅速行
动，组织30人的民兵队伍连夜准备所需
物资。

21日天刚亮，在双河镇笔架广场灾
民集中安置点右侧，民兵就开始搭建帐
篷。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忙碌，可以容
纳 80人的大帐篷搭建完毕。看到帐篷
里摆放的一套套军绿色桌椅，周围的群
众报以热烈掌声。脸上充满兴奋表情
的 80名六年级学生围着“帐篷小学”欢
呼：我们有新学校了！
“同学们，我们的家乡刚刚遭受地

震灾害，教室受到严重破坏，短期内不
能使用，可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能这么
快回到课堂吗？”9时 45分，美术课正式
开始，老师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有解放军叔叔的帮忙……”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今天这节课的内容是，每个人做

一张感恩卡片，送给解放军叔叔如何？”
“好！”“好！”“好！”在老师的启发下，学

生们迅速行动起来。
“我们之所以抓紧复课，不只为了

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考试，也是为了
让孩子们能在一起互相沟通交流，疏
解地震造成的心理创伤。”据学校副校
长葛刚介绍，六年级共有 178 名学生，
今天到校 120 人，一个帐篷坐不下，紧
接着又搭建第二个，人武部还为每名
学生及家长免费提供一份营养午餐。
至于其他年级开课时间，等待政府统
一安排。

下课时间到了，学生们走出教室，
运动、做游戏……欢快的笑声冲淡了连
日来压抑的气氛。

看着学生们渐渐流露出欢快的表
情，家长们感慨万千：“有党和政府关
心，有解放军大力救助，地震灾害带来
的困难，我们一定能克服！”

“帐篷小学”开学啦！
■本报记者 郭丰宽 特约记者 孙绍建

本报讯 周普报道： 6 月中旬，
广东省河源市接连遭遇山洪内涝，导
致 93 个乡镇 17 万余人受灾、2750 间
房屋倒塌、近 7万亩农田被毁、218座
桥梁被冲断。为帮助受灾地区迅速恢
复生产生活，河源军分区统一组织
1000多名民兵，驰援连平县和龙川县
重灾区。

6月 17 日晚，河源军分区迅速启
动应急预案，连夜部署民兵参与灾后
复产任务。 18 日上午，东源县 100
名、和平县 96名、紫金县 155 名、源

城区 150名、市直机关 101名民兵，全
部开赴连平县上坪镇。加上连平县自
有民兵 420 名，千余名民兵全力参与
上坪镇灾后恢复生产大会战。

现场，民兵党员突击队冲在前，
冲入被掩埋房屋清理淤泥，跳入泥浆
疏通河道，协力清障打通道路……为
做好持续作战准备，军分区安排民兵
轮番作业，许多民兵却坚持留下继续
战斗。“什么时候群众满意，我们就什
么时候撤！”市直民兵应急营营长王宏
带头表态。

河源军分区还成立了灾后复产工
作领导小组，组建了基建、农业、运
输等民兵服务小分队，哪里任务最
重、困难最多、群众最需要，就奔赴
哪里。截至 21日 15时，全市民兵累计
出动 2570 人次，清除淤泥 680 余车，
清通道路 25公里，清理河道水道 18公
里，清理民房 55户。
“民兵小伙子们为我们出了大力，

真是好样的！”群众给予民兵一致好
评。目前，灾后复产重建工作持续进
行中。

广东省河源军分区组织千余民兵驰援灾后复产

新华社济南6月22日电 （记者张
志龙）在辽宁省丹东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安葬的 264名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
中，两名一级人民英雄是陵园内安葬的
最高荣誉的烈士。其中一名就是来自山
东临朐的杰出侦察英雄陈德忠。

陈德忠，1924年出生在山东省临朐
县龙岗镇（现山旺镇）大柳树沟村一贫苦
农民家庭。1944 年，陈德忠参加革命。
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 年 6月，美帝悍然发动侵朝战
争。陈德忠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
战，任第 229团侦察参谋。1951年 3月 7
日，美侵略军二十五师渡过北汉江，向北
进犯。陈德忠受命了解敌情侦察道路。
14日，陈德忠带领侦察分队到达汉江北
岸地区。他以机动灵活的阻击、伏击、偷
袭等方式，不到两个月时间，毙伤、俘敌
100 余名，并为指挥员部署作战提供了

大量宝贵情报。
1951年 3月 16日上午，在仁仓里北

侧，陈德忠率部伏击敌人，取得歼敌 16
名、俘敌 1名的胜利。4月 10日夜，又带
领侦察员涉过汉滩江，插到敌纵深 15公
里处的西头川，歼敌 30多名，击毁敌 30
多辆坦克和 3辆吉普车。

此后，陈德忠调任师侦察 2 连连
长。4月 17日夜，陈德忠首次带领侦察 2
连的同志，袭击射亭里山上之敌，连续打
下3个地堡，毙伤敌兵50多名。

陈德忠带领着他的侦察兵，出没在
“三八线”以南敌人的前沿地带，袭扰和
捕俘敌兵。4 月 22 日是全线出击的一
天，侦察 2连受命配合第 230团出击，拔
除敌据点孤岭山，并查明侧翼敌情，保证
友军侧翼安全。是夜，陈德忠率领侦察
兵，自上徐洞出发，直指孤岭山。没过多
久，敌人便遗尸 17具狼狈溃逃，志愿军
占领了孤岭山。

英雄陈德忠和他率领的侦察兵，出
没在敌人的虎穴龙潭，创造了五战五捷
的战斗范例。

在平、金、淮阻击战中，陈德忠率领
侦察员击毁敌汽车 1辆，毙敌 7名，而志
愿军无一伤亡。1951年 6月 12日，当陈
德忠率部伏击敌人时，壮烈牺牲，时年
27 岁。志愿军领导机关为纪念陈德忠
同志对革命的卓越贡献，特追认他为一
级人民英雄。

英雄已逝，但崇高精神仍鼓舞着后
人。陈德忠的侄女婿张传东现任大柳树
沟村党支部书记。张传东说，今天的幸福
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
要不忘初心，继续奋进。“大柳树沟村是省
定贫困村，现已脱贫，我们一定要巩固好
脱贫成果，让百姓致富，让英烈安息。”

一级人民英雄陈德忠：杰出的侦察英雄

陈德忠烈士肖像。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西宁6月22日电 （记
者马千里、李琳海）2019 年长江湿地
保护网络年会日前在青海西宁举行。
与会长江流域相关部门达成《西宁共
识》，表示“共抓长江大保护，守护长江
生命之源”。

被誉为“地球之肾”的湿地是地
球上生物多样性富集之地，发挥着调
节气候和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作
用。目前我国湿地面积 8.04亿亩，居
亚洲第一、世界第四。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
巡视员介绍，2016年至2018年，累计安
排中央投资 20.86 亿元用于长江湿地
保护，实施中央财政湿地补助项目和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工作，湿地保护工
程200多个，开展退耕还湿30.36万亩。

我国加大力度保护“长江之肾”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屈
婷、王灵燕）用智能手机点外卖、查美
食，已经成了当下国人生活的常态。
“互联网+”、大数据的迅猛发展，让餐
饮业不仅尝到了“新消费经济”的甜
头，也开始思考起利用餐饮管理大数
据，预警食品安全的可能性。

近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23个部
门启动了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在宣传周期间，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指导、中国烹饪协会主办的 2019年餐
饮业质量安全提升工程推进会上提
出，餐饮行业要探索用“互联网+”智
慧餐饮，助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我国发展智慧餐饮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新闻集萃

（上接第一版）

犹记得一棵树的故事：2018 年 6月
金正恩委员长访华，习近平总书记特别
邀请他看一看金日成主席当年在钓鱼台
国宾馆种下的一棵松柏。金正恩委员长
感慨地说：朝中友谊就像这棵大树，扎根
土壤、四季常青。

这一次平壤之行，习近平总书记对
中朝友好态度鲜明而坚定。

在平壤木兰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句话：“双方老一辈
领导人亲手缔造了中朝传统友谊，为我
们留下了共同宝贵财富。尽管沧海桑
田、风云变幻，中朝友谊历久弥坚。”
“历久弥坚金不换”。回顾中朝关系

70年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4条经验：
——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

家是中朝关系的本质属性；
——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是

中朝关系的前进动力；
——最高领导人的友谊传承和战略

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
——地缘相亲和文缘相通是中朝关

系的牢固纽带。
金正恩委员长回应说：“我完全同意

总书记同志对朝中关系的精辟分析和展
望规划。世代传承朝中友谊是朝鲜党和
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回望历史，不忘初心；展望未来，携
手前行。

2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安排时
间，参谒中朝友谊塔，深切缅怀志愿军英
烈，勉励后人牢记并传承中朝传统友谊。

塔内纪念厅中央，一块重 1吨的大
理石基座里保存着 10本志愿军烈士名
册。习近平总书记仔细翻阅名册，认真

听取讲解。入朝作战、并肩作战、战后重
建，三幅彩色史诗壁画唤起中朝两国人
民共同奋战的难忘记忆。

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盛教……
习近平总书记提起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向
金正恩委员长讲述他们的光辉事迹。

如今，中朝建交已进入第七十个年
头。70年风雨兼程，70年砥砺前行。不
论是在共同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
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还是开展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中朝两国人民
都彼此信赖，相互支持，相互帮助。

这次访问，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
委员长一致同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共
同开创两党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朝
鲜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这次访朝，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表达
对朝鲜实施新战略路线的支持：“我们坚
信，在以金正恩委员长为首的朝鲜劳动
党带领下，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必将不断
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坚定的决心：维护地区

和平稳定

“我们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
准确把握形势走向，切实维护半岛和平
稳定。”

20日下午，锦绣山迎宾馆 1号楼会
谈厅。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委员长进
行了长达 100 分钟的会谈，就半岛问题
进行了沟通。

战略沟通，是中朝交往的传统法宝。
过去一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委
员长一直就半岛形势保持着密切联系。

去年以来，在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
半岛问题重回对话协商解决的正确轨
道，半岛形势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
展。但是，朝美领导人河内会晤后，半岛
问题解决进程出现新情况，不确定因素
有所上升。

半岛和平稳定的守护者，对话和谈的
推动者，长治久安的贡献者——在推进半
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中国发挥着重要
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用 4个“支持”表
达立场：“支持朝方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
方向”“支持北南持续改善关系”“支持朝
美举行首脑会晤并取得成果”“支持有关
方通过对话解决各自合理关切”。

访问朝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着眼
形势发展，再次强调：
“我们一致认为，政治解决半岛问题

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要继续高举和平
对话旗帜，为实现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
定、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方支持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

进程，为解决问题积累和创造条件。”
“中方愿为朝方解决自身合理安全

和发展关切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愿同
朝方及有关各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为实
现半岛无核化和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
建设性作用。”

金正恩委员长说：“朝方高度评价中
方在半岛问题解决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愿继续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努力
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取得新进展，维
护半岛和平稳定。”

此刻，鸭绿江两岸，草木繁茂，满目
苍翠。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记者郝

薇薇、李忠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