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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
省乐亭县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
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之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
一，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是中国最早的
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从 1920 年初开始，
李大钊等就商议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
党的问题；3 月，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10 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
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代表党

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党的三
大、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领导开
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掀起北方地
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为建立第一次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出重大贡献。
1925 年 10 月，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
书记。1927 年 4 月 6 日被奉系军阀逮
捕。在狱中，他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
屈。4 月 28 日，英勇就义。2009 年，被评
为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
英雄模范之一。

编者按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
坐标。”河北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
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在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百年
奋斗征程中，有近22万燕赵英雄儿女
前仆后继、英勇献身，谱写了一曲曲气
壮山河的英雄赞歌，构筑起一座座永
世不朽的精神丰碑。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缅怀为党和人民事业流血牺牲的英雄
烈士，即日起，河北日报开设《奋斗百年
路 启航新征程——燕赵英烈》专栏，
刊发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委党史研
究室、河北日报社共同遴选出的一批自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省（包括河北
籍、主要事迹在河北）有代表性的英雄
烈士事迹，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初心使
命，激发和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磅礴力量。敬请关注。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对 4 月 2 日台湾列车

出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高度关
切，并向遇难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向

遇难者家属及受伤同胞表示诚挚的慰
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犹有国人怀旧德，一腔热血祭英
魂”，又是一年清明时。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这个清明节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一
抔黄土有一层哀思，一株新枝寄一份
缅怀。清明节之于我们，是一个春光
里的节气，更是一个缅怀先辈、慎终追
远的特殊时间节点。在这个节点上，
我们抚今追昔、寄托哀思，感怀先烈的
牺牲与奉献，思考生命与生活的意义，
让家与国、历史与未来、感恩与奋斗郑
重地凝结在一起。

人有志，家有谱，国有史。我们党
的百年征程，是一部辉煌的胜利史，也
是一部感天动地的牺牲奋斗史。“哪有
什么岁月安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
前行。”我们今日的幸福生活并不是凭
空而来，而是无数先烈默默付出和接续
奋斗的结果。硝烟弥漫之际，多少人义
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艰
苦创业之时，又有多少人为党和人民的
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燕赵大地
上，从革命信仰高于一切的李大钊到纵
身一跃的狼牙山五壮士，从舍身炸碉堡

的董存瑞到长征中的铁流后卫董振堂，
从“活着干死了算”的李保国到“没有下
班之说”的吕建江……他们不仅仅是一
个个英雄，更是我们民族历史天空中一
颗颗闪亮的星；他们将自己的一腔拳拳
爱国之情融入共和国的开创史、奋斗
史，书写了感天动地的慷慨悲歌，凝聚
着我们最深沉的民族情感。

有人说，墓地是思考人生的最好
地方。站在墓前与先烈隔着时空对
话，人们禁不住会发出深沉的叩问：是
什么样的力量引领着他们、支撑着他

们，让他们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答
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为了千千万万
人的幸福，他们勇往直前以赴之，断头
流血以从之——读懂了信仰的力量，
才能真正理解先烈们的全部奋斗。缅
怀他们，追思他们，就应当不断擦拭初
心，继承他们身上不灭的理想之光、信
仰之光，弘扬他们国家为重、人民至上
的情怀，循着他们的高尚情怀标定自
己的价值坐标、人生航向。

（下转第三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师源 通讯员武
艺群）春风拂面，新绿初绽。秦皇岛市
海港区秦皇东大街，新栽植的王子海棠
生机盎然，园林工人修整绿化带，为月
季栽种做准备。

“以前只有单一的绿篱，这次增加
了海棠、月季等夏花品种，绿化景观更
有层次。5 月初，这条路绿化将会姹紫

嫣红，分外好看。”海港区园林局技术科
林晔介绍。

秦皇岛是世界知名的海滨旅游城
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对于提升城市形
象、彰显城市特色意义重大。近年来，
该市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城市管理效
能、城市品质内涵和市民幸福感得到进
一步提升，在2020年度全省精细化管理

考核中名列前茅。
今年初，秦皇岛市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十四五”时期，努力打造环境优美、
产业繁荣、文明健康、安全舒适的一流
国际旅游城市。在 3 月 27 日举行的秦
皇岛城市精细化管理大会战启动仪式
上，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李耀滨表
示，该市将以精细化管理为核心，不断

深化“走遍秦皇岛”、城市“净化、绿化、
亮化、美化”提升等具有本地特色的亮
点工作，开展城市容貌、环境卫生、市政
设施、园林绿化、城市运行保障及生活
垃圾分类 6 大攻坚战，深入推进城市精
细化、智慧化管理，为城市整容梳妆，增
色添彩。

（下转第二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省政府日
前出台《关于新时代支持重点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
我省太行革命老区属于抗日战争时期晋
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共
涉及全省 27 个县（市、区），大部分为欠
发达地区。我省将通过夯实老区振兴发
展基础、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活力、提高可
持续发展能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措
施，支持革命老区在新发展阶段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征程，让革命老区人民逐步过上
更加富裕幸福的生活。

实施意见明确了发展目标：到 2025
年，太行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
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基础设施和基本
公共服务进一步改善，地区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6%以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
长6%以上，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显著
提高，红色文化影响力明显增强，城乡人
居环境更加优美，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
服务功能显著增强。到2035年，太行革
命老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形成，居民收
入水平显著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
等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夯实老区振兴发展基础。实现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深度融入
国家重大战略。

其中，按照“四个不摘”要求，优先支
持将革命老区县列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建立健全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长
效机制，精准实施金融支持、产业奖补、
职业培训、防贫保障等帮扶措施，巩固

“两不愁三保障”成果。做好易地扶贫搬
迁后续帮扶工作。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推进30%以下“空心村”治理。落实符合
条件的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烈士老年
子女、年满60周岁农村籍退役士兵等人
群的优抚待遇。

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方面，
实施县城建设品质提质升级行动，支持
平山、武安、涉县等革命老区重点县城提
升功能，建设一批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支持符合条件的县城建设一批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园区，
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提升县城管理水平。

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活力。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培育壮大特色
产业，提高创新发展能力。

其中，支持将革命老区公路、铁路、机场和能源、水利等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列入国家和省相关规划，具备条件后尽快启动建
设，促进实现互联互通。在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方面，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优质粮食、现代种业提
升等工程。对革命老区内的原国定贫困县，从脱贫之日起 5年过
渡期内，免除绿色食品认证费和标志使用费，减免中绿华夏有机
农产品认证费。做优做特山地特色农业，重点扶持发展顺平—
平山—井陉—内丘苹果产业带、赞皇—临城—涉县核桃产业带、
信都—内丘酸枣仁产业带、阜平—曲阳—行唐—赞皇大枣产业
带、蔚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井陉—临城—武安小杂
粮产业带。

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下转第三版）

河北日报讯 日前，省委
决定：董晓宇同志任承德市委
委员、常委、书记；周仲明同志
不再担任承德市委书记、常委、
委员职务。

董晓宇，男，汉族，1969年1
月生，保定人，1992 年 3 月入
党，1987 年 8 月参加工作，省委
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保
定市南市区副区长，保定市政
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
保 定 市 政 府 副 秘 书 长（正 处

级）、办公厅党组成员，涿州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涿州
新兴产业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兼
管委会主任，曲阳县委书记，廊
坊市副市长，衡水市委常委、副
市长（分工政府常务工作），邢
台市委常委、副市长（分工政府
常务工作），邢台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等职务；2016 年 2 月任
邢台市委副书记、市长，2021年
3 月任承德市委书记。是九届
省委委员。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
省发展改革委、省林业和草原
局日前下达《张家口市及承德
市坝上地区植树造林项目2021
年建设任务计划的通知》。张
家口市及承德市坝上地区植树
造林项目2021年建设任务计划
为 97.176万亩，包括人工造林、
补植补造等任务。其中，张家
口市合计 62.776 万亩，承德市
合计34.4万亩。

实施张承造林项目，对推

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举办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建设首都水源
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
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通
知要求，张承造林项目要严格
落实国家基本建设投资项目管
理制度，以县（区）为单位实行
招投标、合同、监理和报账“四
制”管理；苗木选用要严格执行

“两证一签”制度，质量必须符
合《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
级》I级苗木标准，（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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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宇同志任承德市委书记

张承今年计划植树
造林 97.176 万亩

又是一年清明时。
慎终追远、崇功报德。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个特殊时
刻，我们更加缅怀革命英烈。

河北是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
土地。在历次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
设中，有近 22 万先烈牺牲在这片红色
热土。

问苍穹何为不朽，唯英魂凛然千
秋。和着时代的脉动，定格于“自古多
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苍穹，有太多太
多值得我们追寻和铭记的先驱、英
烈。他们是一座座丰碑，昭示着信仰、
意念和力量，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燕赵
儿女砥砺前行。

铭记，汲取前行的伟大力量

在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有一张
极为珍贵的照片。那是李大钊1927年
4月被捕后拍下的全身照片，也是李大
钊生前最后一张清晰照片。

2011 年，纪念馆工作人员在荷兰
国家档案馆查找资料时，无意间发现
了这张照片。

画面中，李大钊身着一袭褶皱旧
布棉袍，站得笔直挺拔，目光泰然自
若，脸上坚毅平和，让人丝毫联想不到

他是站在生与死的关口上。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东

交民巷被捕，入狱后他受尽严刑拷打，
始终坚贞不屈。

在狱中，李大钊亲笔写下自述。
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他表
示自己“负其全责”，自述的最后，他自
豪地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
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
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4 月 28 日，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
架，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38岁。

李大钊的革命履迹，深刻诠释着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我们党、更
是燕赵儿女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曾饱含深情地指
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
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
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
奉献。”

我们需要铭记，他们在生与死的
抉择中点亮信仰灯塔。

1931 年 4 月 5 日，济南，夜色苍茫
中，山东军阀韩复榘下令处决一批重
要“共犯”。在去往刑场的囚车中，22
名重要“共犯”一路高唱《国际歌》。

这 22 人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就是

从燕赵大地走出去的共产党早期的女
革命家、北方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和工
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郭隆真。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后，党组织
曾通知郭隆真尽快转移，她却冷静地
表示，越是党遇到困难的时候，越需要
有经验的同志继续工作。

最后时刻，最先得到消息的郭隆
真让在场的其他同志先撤退，自己却
因为销毁文件未及时出走而被捕。

我们需要铭记，他们在血与火的
淬炼中坚守初心使命。

1939 年 5 月 18 日，一个 24 岁的文
弱青年遍体伤痕，大步跨上一个土坑
坑沿，回头喝问：“时辰到了吗？”

在十几天前的一次下村工作中，
因汉奸告密被围，眼看村民为掩护自
己惨遭杀害，这位上一年刚刚当选曲
周抗日民选县长的年轻共产党员，在
人群中举起拳头大声报出了自己的姓
名：“我就是郭企之！”

直到刑场上，敌人还试图用邱县
伪县长的职务“打动”他，他却纵身跳
入了敌人为活埋他而准备的土坑。

一锹土一声逼问。
当黄土埋过他的胸口时，敌人又

一次劝降。

“不能暂时投降吗？”
已经呼吸困难的他，用尽最后气

力回答：“不能，一分钟、一秒钟也不
能……”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一个又一个英烈将自己的爱国
情、报国志融入共和国的开创史、奋斗
史，他们的热血肥沃了燕赵大地，他们
的精神浸润了成千上万的心灵，成就
了河北的骄傲和荣光。

守护，筑起牢固的信仰之基

清明将至，河间市米各庄镇北留
路东村英烈园内，不时有村民前来
祭扫。

1939年，河间市发生了著名的“齐
会战斗”，当地乡亲们冒着枪林弹雨给
八路军送粮、运弹药、救护伤病员。

战斗结束，15名烈士为国捐躯，安
葬在北留路东村村东。此后81年，一代
又一代北留路东村的乡亲们坚持祭扫
烈士墓。有一年下大雨，乡亲们顾不上
自家的房子和田里的庄稼，却来到烈
士陵园巡查，防止烈士墓被雨水冲垮。

为 人 民 牺 牲 的 英 烈 ，人 民 不 会
忘记。

（下转第三版）

理想之光不灭 信念之光不灭
——致敬燕赵英烈

河北日报记者 尹翠莉

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在缅怀英烈中砥砺前行
张 博

下足“绣花”功夫 做实“精细”文章

秦皇岛：六大攻坚战为城市梳妆添彩

▶李大钊。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供图

燕赵英烈燕赵英烈①①

习近平向台湾列车出轨事故
遇 难 同 胞 表 示 哀 悼

＞＞＞见第三版

又是一年清明时节。在这个慎终追远、思古怀今的特殊时

刻，最不能忘记的是那些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为国家繁荣和富

强、为人民幸福和安康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和人民英雄。

新华社播发钟轩理文章《今日之中国，正如您所愿》。

今日
导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