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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可不救，他人不肯救，则唯靠我

自己！”身着白色长衫的“青年恽代英”振

臂高呼，掷地有声的话语回荡在华中师范

大学恽代英广场周围……

今年 4月 29日是恽代英牺牲 90周年纪

念日，华中师大学子自导自演的原创沉浸

式主题教育话剧《你好，恽代英》在广场中

央上演。广场上，一尊汉白玉的青年恽代

英雕像屹立，他一袭长衫，清秀儒雅，手持

书本，配戴眼镜，双目炯炯有神。青年恽代

英的扮演者、华中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本

科生王家豪的声音仿佛穿越时空，与青年

领袖恽代英共鸣。

恽代英，原籍江苏武进，1895 年生于

湖北武昌。他在学生时代积极参加革命

活动，1918 年从中华大学（华中师大前身）

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中学部主任，是武汉

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他 1920

年创办利群书社，后又创办共存社，传播

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他 1921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 年任上海大学教

授，同年 8 月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宣传部主任，创办

和主编《中国青年》，它培养和影响了整整

一代青年。

1924年，恽代英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

线工作，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1926年

5 月被党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

1927年1月，他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

校工作，任政治总教官，同蒋介石、汪精卫背

叛革命的行径进行坚决斗争。7月，恽代英

奉中央之命赴九江，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

委员，参与组织和发动南昌起义。12月，他

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

书长。

1928 年底，恽代英到上海任中共中央

宣传部秘书长、组织部秘书长等职，曾主编

中央机关刊物《红旗》。1929 年 6 月，他在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恽代英是一位豪情满怀的革命斗士，

也是一位敌人切齿痛恨的共产党员。早

在黄埔军校，恽代英便被蒋介石认为是

“黄埔四凶”之一。国共合作破裂后，国

民党反动派一直将恽代英视为重点抓捕

对象。1930 年 5 月 6 日，恽代英在上海被

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恽代英面对

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1931 年 4 月

29 日，他被杀害于南京，年仅 36 岁。

恽代英的精神依然激励着当代人。

75 岁的华中师大党史研究专家、话剧《你

好，恽代英》的指导者李良明说：“恽代英

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杰出校友，将恽代英

的故事一直讲下去，讲好红色校史，传承

红色基因，是我的职责和义务。”

文/新华社记者 李 伟

（新华社武汉5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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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苍苍，翠柏森森。在浙江省湖州

市烈士陵园内东侧，有一座为纪念中共隐

蔽战线“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烈士而建

的纪念馆。今年是钱壮飞牺牲86周年。

走进钱壮飞纪念馆，映入眼帘的是一

尊汉白玉雕像，这位梳着背头、戴着圆框眼

镜、身着西装、足蹬马靴的高个青年，就是

中共早期在隐蔽战线斗争的杰出代表。

钱壮飞，原名钱壮秋，亦名钱潮，出生于

浙江湖州一个丝商家庭。1915年，他考入北

京医学专门学校，后留京行医。1926年经内

弟张暹仲介绍，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

钱壮飞多才多艺，除精通医术外，还擅

长书法、绘画，曾主演中国第一部黑白武侠

电影《燕山侠隐》。钱壮飞之子钱江在《忆

爸爸钱壮飞》一文中写道：“爸爸经常用不

同的职业来掩护革命工作，有时候是医生，

有时是美术学校的教员，有时又当小报的

编辑，有时还演电影。他的特长和职业变

化，使他交游广泛，这是他从事地下工作的

有利条件。”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被迫携

家人前往上海。1928 年夏，他参加一个无

线电培训班，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得到同

是湖州老乡的负责人徐恩曾赏识，后跟随

其前往南京进入国民党情报机关。

1929 年，钱壮飞受周恩来领导的中央

特科派遣，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

任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经过钱壮飞安排，李克农和胡底先后

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李克农成为上海无线

电管理局的特务股长，胡底当上了天津“长

城通讯社”社长。钱壮飞自己则驻守南京

“正元实业社”，并主持国民党情报机关“长

江通讯社”。

就这样，三名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特务首

脑机关形成一个铁三角，深入虎穴刺探情

报，像一柄利剑捅进国民党的心脏。他们因

此被周恩来称为情报界的“龙潭三杰”。

在钱壮飞的传奇生涯中，有一件为世人

称颂的奇功——冒死挽救了党中央。

1931 年 4 月 24 日，中央特科负责保卫

工作的第三科科长顾顺章被捕，随即叛变。

顾顺章掌握着中共中央几乎全部核心机密，

熟知在上海所有领导人的化名及秘密住址，

包括钱壮飞的情况。他的叛变，对党中央将

是灭顶之灾。

滴滴答答的电报声在 1931 年 4月 25 日

深夜扣响。这个周末的夜晚，徐恩曾去了上

海，留下钱壮飞在“正元实业社”值夜班，他

发现从武汉连续发来了 6 封给国民党要员

陈立夫和徐恩曾的特急绝密电报，凭着职业

敏感，觉得其中定有大事。

钱壮飞没有多想，果断拆开密电，破译电

文后震惊不已——“黎明被捕，并已自首。如

能迅速押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

央机关全部肃清。”电报中的“黎明”即顾

顺章。

危急时刻，钱壮飞派我党地下交通员、

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往上海通知李克农，

由李克农将情报第一时间告知周恩来。

周恩来迅速做出决断，紧急转移上海的党

组织，并切断一切与顾顺章的联系。

为给党的转移争取更多时间，不引起敌

人注意，钱壮飞决定将子女暂留南京。事

后，钱壮飞的女儿、女婿都被抓捕，后因徐恩

曾心虚又将其释放。

国民党本以为能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

打尽，没想到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满怀深情地说，要不

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

反动派手里。

钱壮飞身份暴露后，撤离上海去中央苏

区，从而结束了他作为一名红色特工的生

涯。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

局长、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遵义会议后

任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

1935 年 3 月末，钱壮飞在贵州乌江一

带遭遇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与部队失去联

系，后被认定为牺牲。

研究钱壮飞多年的原湖州市党史办主

任潘渭民说：“像钱壮飞这样的知识分子、

精英加入共产党，正是因为他真正理解了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对的。”

“多年来我追寻爷爷的足迹，研究这些

隐蔽战线的英烈，发现他们身上最值得我们

学习的就是四个字——‘忠诚’‘信仰’。”钱

壮飞的长孙钱泓说，他这些年撰写书稿，到

各地讲课，就是希望把他的英雄事迹传承下

去，让更多人了解共产党人的来路和初心。

文/新华社记者 殷晓圣

（新华社杭州5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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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5月11日讯（记者刘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

关负责人 11日在北京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表示，目前我国秋粮收

购圆满收官，夏粮产量将保持较高水平。

据悉，去年秋粮上市以来，市场购销活跃，收购工作平稳有

序。截至 4 月 30 日，2020 年秋粮旺季收购圆满结束，主产区累计

收购秋粮 16377万吨，同比减少 1453万吨。其中，玉米 9703万吨、

中晚稻6432万吨、大豆242万吨。

夏粮收购将于 5月下旬开启。夏粮占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

一，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研调度情况看，今年夏粮生产基础较

好，夏粮产量将保持较高水平。据了解，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

作已基本就绪。

本报北京 5月 11日讯（记者姚进）
中国人民银行 11日发布的《2021年第一

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显示，总体来看，今年以来稳健

的货币政策坚持稳字当头，体现了前瞻

性、主动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对实体经

济支持力度稳固。

《报告》显示，3月末广义货币（M2）同

比增长 9.4%，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

长 12.3%。信贷结构持续优化，3月末普

惠小微贷款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

比增速分别达到34.3%和40.9%。贷款利

率持续处于较低水平，3月企业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为 4.63%，较上年同期下降 0.19

个百分点，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

有降。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3 月

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人民币汇

率指数报96.88，较上年末升值2.15%。

《报告》提出，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

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把服务实体

放到更加突出位置，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

范风险的关系。进一步发挥好再贷款、再

贴现和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的牵

引带动作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

的体制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

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研

究推出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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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

果显示，全国人口共 141178 万人，与 2010 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下同）的 133972

万人相比，增加 7206万人，增长 5.38%，年平均

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

增长率 0.57%下降 0.04 个百分点。我国人口

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全国人口是指我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

籍人员。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

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当日的国新办

发布会上表示，10 年间人口的主要变化反映

了我国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时

也反映出人口发展中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

如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总和

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

人口发展形势呈现积极变化

从人口总量看，虽然增速放缓，但仍保持

平稳增长。2020 年我国总人口达到 14.1 亿

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 18%，仍是世界第一人

口大国。从人口质量上看，人口受教育水平明

显提高，素质不断提升。15 岁及以上人口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2010 年的 9.08 年提高至

9.91年。16岁至 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

育年限从 2010 年的 9.67 年提高至 10.75 年，文

盲率从2010年的4.08%下降为2.67%。

同时，性别结构改善。总人口性别比为

105.1，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 105.2相比

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2020年

为 111.3，较 2010 年降低了 6.8，逐渐趋向正常

水平。从年龄构成上看，0至 14岁少儿人口数

量比 2010 年增加 3092 万人，比重上升 1.35 个

百分点。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 2013年的

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

此外，人口的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2020

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

口的 35%。其中流动人口 3.76亿人，10年间增

长了将近 70%。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

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

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10年间城镇常

住人口增加2.36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

了 14.21 个百分点，比上一个十年的增幅又上

升了0.75个百分点。

“全面两孩”政策取得积极成效

宁吉喆介绍，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看，人口生育情况呈现几个特点：一是出生人

口规模大。2016年和 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大

幅增加，分别超过 1800 万人和 1700 万人，比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分别多出 200 多万人

和100多万人。

二是“二孩”占比高。2014 年至 2017 年，

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明显上升，由 2013 年

的 30%左右上升到 2017年的 50%左右，此后虽

有所下降，但仍高于 40%。由于生育政策调

整，全国多出生“二孩”数量达1000多万人。

三是生育率降低。数据表明，2020 年我

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处于较低水平，

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和“二孩”

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

“低生育水平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受经

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逐

步增强。”宁吉喆表示，低生育将成为我国面临

的现实问题。

辩证看待人口变化影响

从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看，未

来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我国人口今后会达到

峰值，但具体时间还有不确定性。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

龄人口为 8.8 亿人，劳动力资源仍然充沛。人

口平均年龄为38.8岁，依然年富力强。”宁吉喆

认为，我国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同时劳动年

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经济结构和科技发展需

要调整适应。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但大学生就

业压力加大，产业转型升级步伐需要加快。人

口加快集聚既反映了城镇化和经济集聚的趋

势性变化，也对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普查结果看，与 2010 年相比，0 至 14

岁、15岁至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

上升 1.35 个百分点、下降 6.79 个百分点、上升

5.44个百分点。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 2.6

亿人，比重达18.70%，老龄化进程加快。

宁吉喆表示，少儿人口比重上升既反映了

调整生育政策的积极成效，又凸显了“一老一

小”问题的重要性，需要优化生育政策，完善养

育等人口服务体系。此外，老龄化已成为今后

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表

示，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但中国劳动力资

源的绝对量依然较大。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

平，解决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将成

为就业的主要问题。人口素质提高会进一步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与2010年相比全国人口增加7206万人，年均增长0.53%——

我国人口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本报记者 熊 丽

5 月 11 日，国家统计局发

布了 4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PPI）。数据显示，4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0.9%，环比

下降 0.3%；PPI 同比上涨 6.8%，

环比上涨0.9%。

业内专家认为，本轮 PPI

走高并非因为需求过热，而是

受基数效应和全球大宗商品价

格影响，上下游价格传导有限，

预计全年 CPI调控目标能够顺

利实现。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

计师董莉娟表示，4 月份国内

消费需求继续恢复，物价运行

总体平稳。4 月份 CPI 涨幅比

上月扩大 0.5个百分点。其中，

食品价格下降 0.7%，影响 CPI

下降约 0.14个百分点。非食品

价格上涨 1.3%，影响 CPI 上涨

约 1.05个百分点。“在非食品价

格上涨带动下，本月不包括食

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涨幅扩大

0.4 个百分点至 0.7%，为去年 7

月以来最高，印证了 CPI 的结

构性上涨特征。”中国民生银行

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

师周茂华认为，4月份CPI整体

保持温和，主要是影响消费者

物价的多空因素均衡，食品价

格整体稳中有降。亮点是服务

业价格明显回暖，反映国内需

求保持良好复苏态势，但国内

经济活动仍处于恢复阶段，服务业价格仍偏离疫前水

平，涨势温和。

4月份，国内工业生产稳定恢复，铁矿石、有色金属

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生产领域价格继续上涨。温

彬认为，下一阶段，大宗商品价格仍有上升空间，供给情

况将成为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重要因素。去年 5

月是PPI的低点，因此预计下月PPI将继续上行，下半年

PPI上涨压力有望缓解，但涨幅不会明显回落，大概率

保持高位震荡。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郭丽岩表

示，随着价格信号对原材料生产流通的引导作用释放，

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增加市场供应、稳定市

场秩序，大宗商品价格将逐步回归供求基本面。预计

全年 PPI 呈“两头低、中间高”的走势，下半年将有所

回落。

今年以来 PPI 同比快速上涨，也催升了社会对通

胀预期的担忧。周茂华认为，从目前宏观经济、产业结

构和政策等方面来看，上下游价格传导有限，国内通胀

有望保持温和格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和基础设

施完善，下游及消费品终端供给能力强，削弱了上下游

价格传导效果。我国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同时采

取积极措施，舒缓大宗商品价格对我国中下游企业生

产成本的影响，从而有望稳定市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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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由中铁十局承建的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项目军响特大桥成功架设全线首榀箱梁。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是京

西门头沟首条高速，也是北京市投资额最高的单体山区高速公路项目，计划于2023年底建成通车。 郑世平摄（中经视觉）

（上接第一版）针对造成大气、海洋及各种衍生灾害的机理研究和

预报预警需求，建设新一代高分辨率、高效率的灾害探测技术体

系；发展无缝隙高精度数值预报技术，建立天气与气候无缝预报系

统、海气耦合实时预报系统；建立局地中尺度数值预报系统，针对

城市小区域局地极端天气的预报预警系统等，以突破全球灾害性

天气、局地突发性强天气事件的预报技术瓶颈；构建基于受灾体或

受灾对象的灾害影响动态预报或风险预警技术；开展多灾种、灾害

链综合风险的动态评估技术研发，构建全域覆盖的自然灾害风险

防范、应急和后处置决策体系。

“十四五”是筑牢安全发展基础的关键时期。要在监测方面建

立完善的天基、地基、空基综合地球信息观测系统，实现灾害潜势、

发生、演变的实时、多源信息融合的综合监测与评估；在预警方面，

基于灾害监测评估和情景模拟基础性大数据库，通过现代信息技

术对实时监测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形成标准化的预报预警产品；在

服务方面，针对国民经济各行业的精细化需求，形成动态风险的预

评估系统和应对防御服务体系。

记者：在推动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提升、优化我国应急管理

体系建设方面，您还有什么建议？

李泽椿：面对灾害风险，要突出自然灾害预报预警和风险防控

工程体系的顶层设计，建立“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功能齐全、协调有

序、运转高效”的灾害应急管理机制。调动各部委和各地方积极性，

建立全时效高精准灾害预报预警、灾害“三高”（高影响行业、高风险

区域、高敏感对象）快速判识以及面向“三高”的灾害防御体系。

具体到操作层面，少不了科技支撑和创新驱动。政府应充分

认识到自然灾害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的必然性、长期性、频发

性、严重性，树立起共识性的指导思想，帮助中小城镇应对自然灾

害。在城市发展建设时，要深入考虑气象条件，加强城市建设对气

象环境、资源能源、减灾防灾等利弊的评估与规划。坚持以防为

主，坚持未雨绸缪、关口前移，做好防灾避险的科学普及工作，以提

升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夏粮产量将保持较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