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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变废铁为“机器人”
创意令人叫绝

甘肃寒露时节现冰挂景观
玉树琼枝晶莹剔透

CRH3A型动车组
国庆期间首次投入载客

近日， 一条重达180斤、 长达1.73
米的金枪鱼现身浙江义乌市区， 轰动
全城， 许多市民纷纷前来围观。 这条
巨大金枪鱼是由海钓爱好者万永勤在
南海中沙群岛的一统暗沙海域钓得 。
图为万永勤等人与超级金枪鱼大战数
十个回合， 终于将其拖上船。

在众人眼里的破铜烂铁， 好像只
能卖进废品站。 而这些在钢铁雕塑师
的眼里， 那个个都是 “宝贝”。 近日山
东邹城一位退休技师经过切割、 焊接、
组装等步骤， 如同变戏法似的把这些
废铁变成了大小不一的 “机器人”， 极
具创意， 让人称奇叫绝。

10月8日， 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寒露
节气， 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城旅
游景区内出现冰挂景观。 大面积的冰
挂，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据了解，这些冰
挂的出现，是因为连日来景区实施冬季
绿化养护，喷灌系统对园内植物进行大
面积喷灌时遇冷空气侵袭形成的。

国庆黄金周期间， 未来西成客专
主力车型———CRH3A型动车组在绵成
乐客运专线载客运营， 这是该型号动
车组自出场下线后首次进行载客运营。
CRH3A型动车组是为城际铁路客运通
道建造的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城
际动车组， 全列定员是613人。

海钓爱好者钓到大金枪鱼
重达180斤创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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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日期屡被延宕

1928年6月， 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
科召开。 之后， 中共七大召开时间一
延再延 ， 至1945年在延安成功召开 ，
中间相隔17年之久。

其实 ， 关于召开中共七大的动议
早已有， 准备工作进行过多次， 但因
严酷的战争环境和主观条件不成熟等
原因， 会议一再延期。

1931年1月，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
上海举行。 会议通过的决议中， 正式
将召开中共七大等列为 “最不可迟延”
的任务， 全会决定 “委托新的政治局
展开必须的准备工作”。 之后， 由于国
民党军队连续大规模地 “围剿” 红军
和根据地， 党要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战
事， 自然无力顾及召开中共七大， 准
备工作被迫中断。

1937年12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通过了关于召集中共七大的决议 ，
并成立准备委员会。 次年11月， 六届
六中全会提出， 加紧从政治上、 组织
上进行大会的准备工作， 同时决定了
中共七大的议事日程。 1939年6月、 7
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发出关
于中共七大的通知， 规定各地要于9月
1日前选举完毕 。 但是 ， 从这年冬天
起， 战事迭起， 国民党在华北发动反
共高潮， 接着日本侵略者又加紧对抗
日根据地进攻 。 在严峻的敌情面前 ，
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只能停止。

到了1941年3月， 局势稍稍有了缓
和， 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把中共七大
的筹备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审查了代
表名单， 并重新指定了若干代表。 但
不久， 处于筹备阶段的中共七大因故
不得不再一次延期。 1943年7月17日，
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
到9个月内召开中共七大的建议。 8月1
日， 中央政治局又发出了 《关于七大
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 决定中
共七大改在年底举行。 后因中央政治
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 已经启动的中
共七大会议进程再次中断。

“小长征” 后抵达红色圣地
中共七大代表进入会场

中共七大代表怀着对党的忠诚 、
对红色圣地的向往奔赴延安 。 途中 ，
他们都是便装而行 ， 不能携带武器 ，
又要通过一道道敌人的封锁线， 一路
上险象环生， 遇袭牺牲的事时有发生。

代表们有的化装成商人、 小贩或
乞丐， 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 有的是
由游击队护送来的， 有的则是通过伪
军的内部关系护送来的； 有的是从国
外辗转归来的。 1942年夏， 鲁南铁道

游击队忽然接到鲁南军区紧急通知 ：
护送一个工作队通过津浦铁路， 工作
队中有一位 “0号” 首长， 务必保证他
安全。 这位首长正是要奔赴延安参加
中共七大的刘少奇。 他经过9个多月的
长途跋涉 ， 穿越103道封锁线 ， 行程
3000多里， 才安全到达延安。

毛泽东在接见历时15个月、 克服
种种艰难险阻到达延安的浙江等地的
中共七大代表时， 称他们经历了一次
“小长征”。

延安没有大招待所， 代表们只能
分散住宿。 代表到杨家岭开会有的是
走路 ， 有的是坐车 。 据代表回忆 ：
“那时延安很少有车……更糟的是路不
平， 车子颠得非常厉害， 抓车边都难
抓住。” 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欧阳钦
风趣地说： “要是怀孕的妇女坐这个
车， 孩子都会给颠下来。” 听到这话的
人都笑起来， 可他们不知道， 中共七
大代表、 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白茜那
时恰恰怀着孩子。

粮食、 蔬菜、 纸张、 药品以及其
他物资的供应是否充足， 直接决定着
中共七大能否如期举行。 为了不使中
共七大因物资供应不足而再次延期 ，
1944年下半年， 党中央就组织有关人
员开始筹备会议所需物资， 并根据实
际情况制定了筹备物资的基本原则 ：
因陋就简， 尽可能就地取材。 为确保
大会顺利举行， 中央保卫部门还从各
部队抽调了一批军事技能过硬、 政治
可靠的人员， 以补充和加强会议的警
卫力量。

抗战胜利前夜的超长盛会

1945年4月23日下午3时， 延安杨
家岭中央大礼堂。 在庄严的 《国际歌》
声中， 任弼时宣布： “中国共产党第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4月24日， 大会举行全体会议， 毛
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 他写了一个
书面报告， 即 《论联合政府》， 会前发

给代表。
这个书面报告， 分析了国际国内

形势， 总结了抗战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
领， 指出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 并首
次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来评判一
个政党的历史作用。 会上， 毛泽东没
有照本宣科， 而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
上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作了长篇口头报告。

之后的会议中， 朱德作 《论解放
区战场》 的军事报告， 周恩来作 《论
统一战线 》 的长篇发言 ， 刘少奇作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中共七大原
定会期较短， 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
要求延长， 大会主席团作了专门讨论，
决定延长会期 。 会议足足开了50天 。
到6月11日才结束。

首次无记名投票
选出中央领导集体

选举中央委员会， 产生新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 是中共七大的一项重要
议程。 在选举中先是小组提名，经过充
分讨论后， 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
人名单， 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

投票开始前， 大会宣布并通过选
票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和选举有关事
项。有选举权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出席
大会选举的有533人，因事、因病请假或
不能到会的有14人。 下午3时半， 大会
投票开始。10日，选举结果公布，共选出
中央委员44人和候补中央委员33人。

6月19日， 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
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时选举毛
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
时五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五人在
中共历史上被称为 “五大书记”。 此次
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央政治局主席 、 中央书记处主席 。
以此为标志，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
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摘自 《中国档案报》

延安， 杨家岭， 中央大礼堂。
1945年， 抗战胜利前夜，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 这是中共历史上间隔期、 筹备期、 会期都创纪录
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50天的超长会期内， 中共七大在中央大礼堂构筑了我党第一座理论
大厦———毛泽东思想， 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
达到空前的团结， 是一次 “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

中中共共七七大大：：宝宝塔塔山山下下凯凯歌歌扬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