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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 续 精 神 血 脉 汲 取 奋 进 力 量

在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南河渡村常香玉故

居，一架名为“香玉剧社号”的米格—15喷气式飞

机模型特别引人注目。“这是‘香玉剧社号’飞机模

型，是常香玉家国情怀最具代表性的体现……”讲

解员为参观者讲述人民艺术家常香玉的一生。

常香玉原名张妙玲，1923 年出生在河南巩义

一个贫苦家庭，为了不当童养媳，9 岁起随父学

戏。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常香玉取百家之长，集

豫剧之大成，融合豫东、祥符各调，并吸收曲剧、坠

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等唱腔，形成了深受

广大群众喜爱的常派艺术。

为了让戏“顺民心，反映时代”，常香玉和丈夫

陈宪章一起，在改造传统题材的同时，积极演绎现代

戏。所改编的《拷红》《白蛇传》《大祭桩》等传统剧

目，成为常派艺术传世之作；《朝阳沟》《李双双》《红

灯记》等现代戏的探索，让常派艺术焕发出新光彩。

从艺70年，常香玉共演出剧目100多部，在舞

台上塑造了红娘、白素贞、花木兰、佘太君、穆桂

英、李双双等经典妇女形象，使豫剧从一个地方戏

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

“戏比天大”、德艺双馨是常香玉一生的承诺和

追求。常香玉和她带领的剧团一直坚持“三三三制”

演出——三个月在农村，三个月在工矿，三个月在

部队，为最基层的观众和官兵巡回演出。

1951 年，全国上下掀起抗美援朝热潮，常香

玉迸出这样一个念头：在全国巡演、义演，给抗美

援朝的志愿军捐飞机。

常香玉的弟子、今年 82 岁的韩玉生回忆，巡

演、义演出发前，常香玉卖掉了剧社的运输卡车，

把自己所有的首饰及多年积蓄拿了出来，还把自

己的 3 个孩子送进托儿所。半年时间里，她带领

香玉剧社成员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行程逾万里，终

于完成了这个心愿。这件事，极大鼓舞了当时全

国军民的爱国心。

1953 年，常香玉又随赴朝慰问团到朝鲜进行

慰问演出。1959年，常香玉加入中国共产党。如

今，“香玉剧社号”飞机陈列在中国航空博物馆，成

为凡人壮歌的永远见证。

2004 年 6 月 1 日，常香玉因病逝世，享年 81

岁。2004年 7月，国务院追授这位豫剧大师“人民

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 年，常香玉当选“100 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 9月，荣

获“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人去声尚在，清香犹伴人。“常香玉抗美援朝捐

献飞机的爱国义举，一直为世人所敬仰；她艺不惊人

誓不休的执着、戏比天大的敬业精神，为戏剧界树立

了一座丰碑；她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高尚品德，永

远值得我们学习。”南河渡村支部书记张继伟说。

如今，常香玉故居，这个由四孔窑洞、三间平

房组成的农家院落成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每年有上万人前来瞻仰、学习。

文/新华社记者 史林静

“人生能有几回搏？”

日前，广州体育学院内，《拼搏之路》音乐歌

舞剧正在排演，饰演容国团的学生演员发出这一

声“搏”的大吼，让台下学子动容。这台讲述著名

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为中华体育拼搏的剧目，将

在6月底上演。

广州体育学院教师孙鹏鹏说，我们希望通过

这样的艺术形式，让师生感受容国团忘我的拼搏

精神和坚定的报国之心，激励年轻一代不断

奋进。

作为容国团的母校，广州体育学院近年来用

心打造以容国团精神为特色的校园文化，开展传

承容国团精神系列活动，引领青年学生坚定理想

信念，强化使命担当。

容国团，1937 年 8 月 10 日出生在香港一个

海员家庭，早期在家乡广东珠海的一所华侨学

校上学，1948 年初转到香港的慈幼学校就读。

其父容勉之是进步组织工联会下属的海员工会

会员，容国团小时候常去工联会康乐馆打乒

乓球。

1957年 2月，容国团代表工联会参加全港乒

乓球赛，与队友夺得男团、男单和男双冠军。当

年9月，容国团作为港澳乒乓球队队员到北京、上

海、杭州访问，亲眼看见祖国内地欣欣向荣的景

象。两个月后，他毅然跨过罗湖桥，来到广东，开

始在广州体育学院工作和学习。

1958年 4月，容国团在广东省体育工作者跃

进誓师大会上发出豪言：“3年内取得世界乒乓球

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

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联邦德

国的多特蒙德举行。容国团一路杀进男单决赛，

对阵曾获世界冠军的匈牙利老将西多。决赛首

局失利后，容国团连胜 3局，夺得冠军。圣·勃莱

德杯上第一次刻上中国人的名字。

回国后，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接见了乒乓球代表团成员。乒乓球热迅速在全

国兴起。

1961 年，第 26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

举行，中日两队在男团决赛中相遇。已成为众矢

之的的容国团先后负于荻村和木村。“下一场你

准备怎么办？”有队友问。“人生能有几回搏？”容

国团举双拳仰天长啸，“此时不搏，更待何时？”容

国团最终战胜星野展弥，中国队首获男团世界

冠军。

1965年，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南斯拉

夫卢布尔雅那开幕，任女队主教练只有4个月的容

国团率领中国女队击败日本女队，首捧考比伦杯。

“文革”动乱中，容国团蒙受不白之冤，受到

迫害。1968年6月20日，他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了

生命。1978年，国家体委为容国团平反，恢复名

誉。2009年，容国团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

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 年 9 月 25 日，容国团获

“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容国团的一生与拼搏相关，与中华体育获得

的数个第一紧密相连。如今，容国团的夺冠铜像

立于广州体育学院的中心广场；学院乒乓球馆

内，挂着一幅幅容国团拼杀时刻的图片。容国团

喊出的“人生能有几回搏”，激励着几代中华儿女

为国拼搏、顽强奋斗。

文/新华社记者 杨淑馨

位于上海市九江路111号的大陆银行旧址，悬

挂着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的“优秀历史建筑”铭牌，

经常有文史爱好者来此参观。20世纪30年代，这座

银行大厦内曾设立一家私人诊所，诊所合伙人之一

就是马海德医生。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生于美国，

祖籍黎巴嫩。

1933年，马海德在欧洲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

到上海考察东方热带病。当他踏上中国这片土地

时，命运随之改变。

1934年秋，马海德有幸结识了宋庆龄，在她的

鼓励下，马海德参加了外国进步人士组成的马克思

主义学习小组。学习小组内有知名人士史沫特莱、

路易·艾黎等。大陆银行大厦内的诊所，一度成为学

习联络点之一，宋庆龄还曾将此地安排给中共地下

党组织作为联络、开会的地方。

1936年，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熏染的马海德参

与撰写并公开发表《上海镀铬业工人之卫生研究》。

同一年，他从上海出发到西安，最终抵达陕北，同行

的另一人就是后来撰写《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著名

记者埃德加·斯诺。

在陕北，马海德发挥其医学特长，背着医疗卫

生包救死扶伤，此外还作为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的

代表，负责向宋庆龄提供当地医疗物资的需求报告，

并参与物资接收和分配工作。

1937年，马海德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是

在这年，他将自己的名字乔治·海德姆改为中文名

“马海德”。他生前曾回忆在陕北的经历，认为自己

正是在那里“从一个革命的同情者变为一名为人民

解放战争奋斗的战士”。

自此，马海德始终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的革命

脚步。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加入中国国籍，1950

年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投身于

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开拓和建设中。

马海德致力于全国范围内的性病和麻风病防

治和研究，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绩。

他将消灭麻风病定为奋斗目标。得知中国边

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有不少人患有麻风病时，他长

途跋涉，到山寨、草原宣传防治知识，经他之手治愈

数以万计患者。在普查疾病时，他亲自示范，让身边

的医务人员从他的手臂上先抽血，消除群众的疑虑。

在国际交往中，马海德从个人亲身经历和所见

所闻出发，生动介绍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在《中国建

设》杂志英文版上，马海德曾撰写《美国出生，中国成

长》《在中国的新生活，重访美国》等文章，向世界介

绍真实的中国。

晚年身患癌症的马海德依然坚持日常坐诊，把

服务患者放在第一位。1988年 10月，他在北京去

世。这年5月，他还在家中召开研究麻风病防治工

作的会议，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参加会议。

他曾这样感慨自己的一生：“一个人活在世

上，总要做些事。我为中国革命做了一些事，死也

无憾了。”

马海德被授予“最美奋斗者”“新中国卫生事业

的先驱”等荣誉称号，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

来感动中国人物”。

近年来，在马海德开启革命生涯的上海，越来

越多的人通过参观展览等缅怀这名杰出的国际主

义战士、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

文/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

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

在一起。”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块书页状的石

碑上，有这样一行文字。

说过这句话的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一个

长着外国面孔的中国人。

1915年 4月，爱泼斯坦生于华沙一个犹太家

庭。两岁时，他随父母来到中国，先居住在哈尔

滨，后在天津定居。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爱泼斯坦开始

了他在中国的战地记者生涯。天津、南京、武汉、

广州、香港——在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前线，他

成长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始终坚定地同中

国人民站在一起，向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

犯下的战争暴行，讴歌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救亡

图存的壮举。

1944 年，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参

加了记者团前往延安。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写的 20 余篇通讯

在《纽约时报》发表，并收入《中国未完成的革命》

一书。该书于 1947 年在美国出版，被译成多种

文字，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国际

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延安，他积极主动帮助那里的中国同行

们。新华社的第一条英文电讯，就是经他改写后

播发的。从此，世界开始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宋庆龄邀请，爱泼斯坦回到中国，参加新中国对

外宣传杂志《中国建设》（后更名为《今日中国》）

的创办工作。

爱泼斯坦 1957 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与他共事几十年的《今日中国》

杂志社原第一副总编辑张彦曾这样总结说，爱泼

斯坦为中国对外宣传所作的贡献远不止改好一

篇文章或者办好一本刊物，而是从战略和战术层

面为新中国外宣事业建言献策。

“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

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更好和更有意义。”爱泼斯坦在自传里这样写道。

2005年 5月，爱泼斯坦在北京病逝。妻子黄

浣碧至今仍保存着爱泼斯坦当年加入中国国籍

的申请书和入党申请书。泛黄的纸页上，一个个

英文单词背后，是一颗火热的中国心。

“他一心向着中国，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

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允许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名

誉。”黄浣碧说，爱泼斯坦一辈子写的就是中国，

他似乎就是为中国而生的，对中国爱得深沉、爱

得清澈，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中国人一般从爱国主义走向国际主义，而

我是从国际主义走向爱国主义。”爱泼斯坦曾用

这样一句话，概括自己的一生。

文/新华社记者 潘 洁

孟夏时节，位于上海市宝山区的

“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展览馆内，参

观者络绎不绝。

“‘南京路上好八连’是我们上海

的一张名片。”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退休干部陈龙华说。

1947 年 8 月 6 日，八连前身——

华东军区特务团四大队辎重连，在山

东省莱阳县城西小园村组建。解放

战争中，连队先后参加了淮海、渡江、

上海等战役战斗。

上海解放后，连队随大部队进驻

上海，改编为内卫一团二营八连，负

责在南京路等地巡逻执勤。

“面对‘进城’这张考卷，组建不

满两年的八连，在南京路考出了好成

绩。”展览馆讲解员龚明辉说，“面对

敌对势力的拉拢、十里洋场的诱惑，

八连战士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没有

被‘香风毒雾’所侵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八连身处繁

华都市，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

风，逐渐形成了“节约五个一”“四个

自己动手”等优良传统。木工箱、补

鞋箱、理发箱“三箱”传家宝由此产

生，并传承至今。

1961年，沈西蒙、漠雁、吕兴臣等

以八连为原型创作了话剧《霓虹灯下

的哨兵》。

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先后观看了话剧。毛泽东号召全

军向八连学习，写下诗篇《八连颂》：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

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

沾……”

1963 年，八连被国防部授予“南

京路上好八连”称号。第二年，根据

话剧改编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

在全国公映。

随着使命任务的改变，八连不再

担负在南京路执勤的任务，但他们的

身影并没有从南京路上消失。每月

10 日 、20 日 是 八 连 的“ 为 民 服 务

日”。从 1982 年开始，每逢这两天，

八连官兵都要来到南京路，为居民免

费理发、补鞋、磨刀。从 1983 年开

始，八连与南京东路街道云中居委会

30多位孤老结对帮扶，定期上门为民

服务。

2017年，八连换装转型成为一支

新型特种作战力量，不到一年就完成

了从“霓虹哨兵”到“特战尖兵”的转

变。转型以来，八连出色完成进博会

安保等任务。

自命名以来，八连取得的主要荣

誉有 100 多项。2018 年，八连被集团

军评为“基层建设标兵连队”；2019

年，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2020年，

被评为陆军“四铁”先进单位。

如何在新时期赋予八连新的时

代内涵，是政治指导员王鸿绪来到连

队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为人民，是八连精神的核心之

一。”王鸿绪说：“服务社会，奉献爱

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传统我

们不能忘，但如今我们更要苦练特

战本领，用胜利和打赢为人民保驾

护航。”

文/新华社记者 李秉宣

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大楼三层，有两

所办公室始终被保留着。一所是力学所

首任所长钱学森的办公室，另一所是首任

副所长郭永怀的办公室。

钱学森、郭永怀，他们都属于一个被

历史铭记的英雄群体——“两弹一星”先

进群体。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

我的归宿在中国。”1955 年，钱学森克服

重重阻力和困难回到祖国，将自己的余生

贡献给这片他热爱的土地。

回国后，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

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

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主持完成了“喷气和

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

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的研制等。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都很兴

奋。”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总设计师

戚发轫回忆上钱学森的课，仍然记忆犹

新。在那几期培训班的学员中，许多人后

来都成为中国航天的领军人物，推动了

“两弹一星”和中国航天事业的进步。

早一步归国的钱学森数次写信给同

门师弟郭永怀：“快来快来，我们拼命地欢

迎你！”

郭永怀归国后，便投身于我国“两弹

一星”的建设。1968 年 12 月 5 日，郭永怀

在完成第一次热核弹头试验准备工作返

回北京时，因飞机着陆失事不幸遇难。

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找到郭永怀时，

发现他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胸前保护

着完好无损的装有绝密实验资料的公

文包。

像钱学森、郭永怀这样的前辈科学家

还有很多，他们有人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

与工作条件，冲破重重阻力，义无反顾地

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中；也有人隐姓埋名

数十载，风雨兼程；还有人甚至为科研奉

献了自己的生命。

这些科学家们白手起家、攻坚克难，

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创造了令世界瞩目

的科技奇迹，让“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

1964年10月16日，沙漠深处惊天动地

一声巨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 年 10 月 27 日，我国第一颗装有

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1967年 6月 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

爆试验成功爆炸；

1970年 4月 24日，我国用“长征一号”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

红一号”。

“两弹一星”是不朽丰碑！它筑起了

新中国的安全屏障，也为新中国的科技发

展打下牢固根基。

文/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张 泉

常香玉：戏比天大 忠心报国 容国团：为中华体育拼搏

马海德：此生无憾为中华
爱泼斯坦：洋面孔 中国心

“南京路上好八连”：从“霓虹哨兵”到“特战尖兵”“两弹一星”先进群体：精神之光 永不熄灭

“两弹一星”先进群体像。 （新华社发）

“南京路上好八连”战士们参加劳

动归来（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爱泼斯坦像爱泼斯坦像。。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常香玉像常香玉像。。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容国团像容国团像。。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马海德像马海德像。。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