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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奠，为了更好地前行

卢冬生，1908 年生，湖南湘
潭人。1925 年到湘军第 4 师当
兵，次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
8月，卢冬生参加南昌起义，随陈
赓负责政治保卫工作，保证了起
义的顺利进行和新秩序的建立。
随后，卢冬生在起义部队第20军
3师6团1营当陈赓的副官，随军
南下广东，曾参加会昌等战斗。
起义军在潮（安）汕（头）地区作战
失利，部队仓促撤出汕头，卢冬生
照护着腿部负伤的陈赓，同部队
失去了联系。他们历尽艰险，从汕头到香港，又辗转到上海，
找到了中共中央机关。同年12月，卢冬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初，党中央考虑卢冬生机智勇敢，又熟悉两湖情
况，便派他护送周逸群、贺龙等到湘西北组织革命武装。同年
3月，卢冬生参加桑植起义。1929年，卢冬生在中国工农红军
第4军司令部任手枪连连长。1930年起任红2军团营长，红
三军第7师20团团长，湘鄂西独立师政治委员、师长，率部参
加创建和保卫湘鄂西苏区的斗争。

1932年秋，在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和红军主力已转
移的困难情况下，卢冬生率少数兵力在湖北荆门、远安一带独
立坚持游击斗争。1933 年春，他率部与主力会合后，任红 3
军教导团团长，不久任第7师师长。1934年10月，卢冬生任
红2军团第4师师长，后率部参加开辟黔东、湘鄂川黔苏区和
长征。

长征途中，卢冬生率部或作前锋，或当后卫，时而攻坚，时
而阻击，屡担重任，屡建奇功。1939年，卢冬生被派到苏联入
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2年到驻苏联远东地区东北抗日
联军教导旅工作。1945年9月回国，卢冬生先后任哈尔滨卫
戍司令员、松江军区司令员等职。12月14日晚在哈尔滨市
殉职，时年37岁。

文/新华社记者 帅 才 （据新华社电）

王麓水，又名王培岳，1913
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长丰
乡一个雇农家庭。“身是萍乡一雇
工，参加革命显英雄。鲁南解放
开新局，痛惜城郊未竟功。”这是
王麓水牺牲后董必武所写的题
词，概括了王麓水壮烈的一生。

1926 年，王麓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奔赴
井冈山，入湘赣边区红 4 军随营
学校学习。1932 年 5 月转入中
国共产党，曾任红 4 军排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红 1 军团
政治保卫局科长、第 2 师 5 团特派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
反“围剿”和长征。到陕北后，任红 1 军团第 2 师 5 团政治
委员。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麓水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
685团政训处主任，参加了平型关战斗。战斗中身先士卒，负
伤后仍坚持指挥。1938年起任第343旅补充团政治委员、第
115师晋西支队政治部主任，率部转战晋西地区。1940年随
陈士榘率部挺进山东，参与创建滨海抗日根据地。1942年起
任山东纵队第1旅政治委员，中共鲁南区委书记兼鲁南军区
政治委员，率部多次粉碎日伪军的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
的袭击，成功指挥了平邑松林村伏击战和微山湖解围战等战
役战斗。同时，组织根据地军民发展生产，实行减租减息，坚
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及时纠正了左的偏向，为巩固和发展鲁
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5年8月，王麓水任山东军区第8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同年12月率部围攻滕县（今滕州）城，亲临阵地前沿哨所观察
地形，指挥作战，不幸身负重伤英勇牺牲，时年32岁。

参加革命后，王麓水转战南北，再也没有回到过家乡。他
牺牲后，长眠于山东临沂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

文/新华社记者 赖 星 （据新华社电）

李兆麟，原名李超兰，化名张
寿篯，1910 年生于辽宁省辽阳
县。九一八事变后，他到北平参
加了抗日民众救国会，在平西一
带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后回家乡
组织抗日义勇军。1932年，李兆
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派
到本溪煤矿从事工人运动。次年
8 月，他被调往中共满洲省委军
委工作，先后赴海伦、珠河等地参
与创建抗日武装。

1934年起，李兆麟任珠河反
日游击队副队长、哈东支队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政
治部主任、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他曾与赵尚志指挥
打宾州、克五常堡，与李延禄部配合袭击洼洪、攻占林口、指挥
老钱柜等战斗，创建松花江下游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
年5月，李兆麟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总指挥，率部开展松
嫩平原游击战，攻克讷河、克山、肇源等县城。1941年当抗联
部队遭受严重挫折时，他和周保中等组织整训部队，继续坚持
战斗，曾任东北抗联教导旅政治副旅长。

李兆麟曾在抗战岁月中写下《露营之歌》。在那个年代，
这支歌成了鼓舞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打击日寇的有力
武器。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兆麟任滨江省副省长、中苏友好
协会会长等职，积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面对复
杂险恶的形势，李兆麟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义正词严揭露国
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他坚定地说：“如果我的血能擦亮人民的
眼睛，唤起人民的觉悟，我的死也是值得的。”1946 年 3 月 9
日，李兆麟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36岁。为纪念
李兆麟，哈尔滨市将道里公园改名为兆麟公园。

2002年10月，李兆麟故居成为辽宁省首批党史教育基
地。2007年，这里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每年都有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老兵、普通百姓到这里缅怀革命烈士。

文/新华社记者 于也童 （据新华社电）

春风和煦，草长莺飞，海坨山下，妫
水河畔，94把巨型“花伞”在湛蓝天空的
映衬下竞相绽放。这是2019北京世园
会主场馆之一的国际馆，现在工程已经
基本完成。由钢柱和悬挑钢梁构成的
94把“花伞”形成花海，是其令人惊艳的
特有造型。

4 月 4 日上午，记者来到国际馆施
工现场，走在装有玻璃天窗的馆中，仿
佛在星空中漫步。北京世园会国际馆
设计师游亚鹏告诉记者，国际馆工程地
上二层、地下一层，总建筑面积2.2万平
方米。体现工程设计理念的“花伞花
海”，按功能分为展厅屋面“花伞”和公
共空间“花伞”两类。展厅屋面“花伞”
起到围护主体结构的作用，作为展厅内
部最高的“天花板”；公共空间“花伞”遍
及建筑主体周围区域，在增添展厅建筑
周边空间布局趣味的同时，也为游客提
供了遮阳之处。

为彰显北京世园会的办会理念，国
际馆工程的“花伞”还被赋予许多绿色、
科技、智慧的功能。针对延庆地区冬季
寒冷多降雪、易结冰的气候特点，“花伞”
的顶部都有融雪电缆，“花伞”柱内设置
雨水管线，与地下集水池和地面上500
立方米的雨水收集井连通。无论是冬天
融雪还是夏天降水，都能顺着“花伞”柱
内设置的雨水管导流贮存，用于园林浇
灌和建筑日常运行。“花伞”顶部还铺设
了光伏膜，可以在白天通过太阳能蓄电，
为建筑的夜间运行提供辅助供电。

据在施工现场的北京建工北京世园
会国际馆项目负责人介绍，国际馆的94
把“花伞”看似相同，实则每一把“花伞”
的高低、弧度各有不同。“花伞”中，最高
的 23.65 米，最低的 17.56 米，最重的
33.7 吨，最轻的 25 吨。不仅如此，就连

“花伞”上的每一个“花瓣”也都有不同的
标高，整个工程不同点段的细部标高加

在一起一共有5000多个。建设者在完
成制作操作平台、花伞柱定位、主梁拼
装、次构件拼装、焊接、花伞吊装、花伞坐
标定位等工序后，才能立起一把“花伞”；
后期还要给“花伞”的顶部、底部及侧面
都安装上不同材质的幕墙铝板，再加上
LED灯光辅助，最终呈现出色彩斑斓的

“花海”效果。

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国际馆工程
已经基本完成室内精装、机电安装、幕墙
和夜景灯光调试等各项任务，场馆外围
园林建设等正加紧推进。北京世园局副
局长叶大华表示，国际馆将作为国际范
围内参展的国家、地区和园艺组织的主
要展场，以绽放的姿态和形象承担起“以
植物和园艺，会八方之友”的重任。

“ 花 伞 ”绽 放 迎 嘉 宾
——探访世园会国际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4月1日拍摄的北京世园会国际馆外景（无人机拍摄）。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云南青年职工缅怀筑路先烈

卢冬生：人民军队的坚强指挥员

王麓水：英勇抗战舍身卫国的革命英雄

李兆麟：一腔热血向光明的抗联将领

本报北京4月5日讯 记者韩秉志
报道：4月5日，各地迎来群众集中祭扫
高峰。记者从民政部获悉，清明当天，群
众集中祭扫活动平安有序，未发生重特
大安全责任事故。

根据民政部清明节工作办公室对全
国180个群众祭扫观测点数据统计，各
观测点在清明节全天共接待祭扫群众
530.8万余人次，比去年同期减少0.5%；
疏导车辆 87.6 万余台次，同比增加了
21.2%；参与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近3.2

万人，与去年同期大致持平。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预计

明后两天假期，各地仍会有较多群众
集中出行祭扫。民政部清明节工作办

公室提醒广大公众，应及时了解当地
假日期间气候变化情况和交通拥堵信
息，强化祭扫安全防范意识，选择错峰
祭扫和文明低碳祭扫。同时，当前森

林火险处于高发态势，各地祭扫群众
需注意火源管控，严禁野外用火，共同
度过一个平安、温暖、文明、和谐的清
明节。

清明小长假首日

各 地 祭 扫 活 动 平 安 有 序

左图 4月5日，位于四川省通江县的川陕革命
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一名年轻人在擦拭红星无字
碑。当日，2000余名群众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
烈士陵园祭扫，缅怀革命英烈。

程 聪摄（中经视觉）

（上接第一版）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

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在贵州省
石阡县，64岁的陈德昌每当哼起这首歌，心中
总会升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感。这首曾流传
于中央苏区的民歌《当兵就要当红军》，是他的
父亲陈世荣生前最喜欢的歌曲。陈德昌小时
候就时常听到父亲唱起，在心里深深埋下了
种子。

当年，石阡县困牛山上，红军战士不愿伤害
被敌人裹挟的群众，又不愿被俘虏，100名左右
的红军选择了跳崖，陈世荣是幸存者之一。如
今陈德昌经常受邀讲述当年红军的英雄事迹。

“青年一代生长于远离战火硝烟的和平年代，无
论我们走多远，红色基因不能忘、不能丢。”陈德
昌说。

前行，续写未竟的伟大事业

清明，连接着历史与今天。清明的意义
不只在感受先烈的崇高，更在继承先烈的遗
志，续写未竟的伟大事业。

在李大钊烈士陵园正门口，李大钊烈士雕
像注视着人群，似乎在宣扬他伟大的未来畅
想：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
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
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松柏掩映，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黄白
相间的菊花环绕着烈士英名墙。清明节前夕，
我们迎回了阔别60多年的第六批在韩中国人
民志愿军烈士遗骸。10位志愿军烈士英灵从
此在中华大地上安息。

“虽然我年纪小，但我知道的红色故事可不
少。”10岁的遵义市老城小学四年级学生张瑞
凝是当地的红色义务宣讲员。在当地举行的祭
奠仪式上，她用稚嫩有力的声音作了“做好新时
代接班人”的主题宣讲。“今后我还要把更多的
红色故事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汲取革命
先辈的精神养分，做向上向善的好少年。”张瑞
凝说。

八宝山革命公墓任弼时广场上，几名学
生用画笔向公祭群众展示他们眼中的战争景
象，把“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
红军渡江战斗场景画下来，寄托哀思，表达
崇敬。

烈士们走了，历史车轮的转动下，他们的身
影似乎日渐模糊。但是，我们分明看见，英雄们
的精神正在照耀中华，中华儿女正秉承烈士遗
志，沿着先辈的光辉足迹接力奋进。

文/新华社记者 关桂峰 李惊亚 邰思聪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本报讯 记者周斌报道：清明节
前夕，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公司广通
工电段组织 20 多名青年职工，走进
云南省元谋县能禹烈士陵园，祭扫安
葬于此的铁道兵烈士，缅怀成昆铁路
筑路先烈。

仲春时节，元谋县能禹烈士陵
园庄重肃静，青松翠柏下整齐排列
着一个个墓碑。伴着偶尔传来的火
车鸣笛声，青年职工们列队默哀，
瞻仰烈士纪念碑和烈士纪念塔，并
敬 献 花 圈 ， 依 次 向 烈 士 墓 敬 献
鲜花。

成昆铁路全长 1100 多公里，在
地势险峻的山谷河岸建起 991 座桥
梁、凿通427条隧道。作为连接我国
西南地区的干线铁路，所经区域地
形异常、地质复杂，建设过程中，超
过 2100 名 建 设 者 献 出 了 宝 贵 的
生命。

“安息在这里的铁道兵最小的
只有 16 岁，他们让我深受感动。”轻
轻把一束雏菊摆在一座墓碑前，广
通工电段青工贺丽娜说，“铁道兵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
永远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在即将开

通的新建成昆铁路永仁至广通段的
养护工作中，我将尽我所能，养护好
这条大动脉，为建设交通强国贡献
自己的力量”。

据悉，新建成昆铁路永仁至广
通段是国家和云南省重点建设项
目，今年底将开通运营。这段铁路
部分采取截弯取直，在距离上较老
成昆线减少近 200 公里。建成后，
成都至昆明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
的 20 小时压缩到 7 小时以内，将方
便当地群众出行，带动西南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

上图 4月5日，两名小朋友在上海龙华烈士陵
园为烈士敬献鲜花。当日是清明节，许多上海市民自
发前往全市各处烈士纪念设施，敬献鲜花、为烈士擦拭
墓碑，表达对英烈的敬意。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