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超
香山革命纪念馆讲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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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讲好红色故事是我的使命

“70年前， 毛主席心中装着人民，
在开国大典上高呼 ‘人民万岁’。 70年
后的今天， 习近平总书记把以人民为
中心作为党的执政理念， 在国庆盛典
上高呼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这是
将人民放在心中， 举过头顶， 是共和
国对人民的致敬！” 舞台上， 孟超高扬
右臂， 眼圈泛红， 微微昂起头， 抑制
住泪水。

11月16日， 在 “时代新人说———
我和祖国共成长” 演讲大赛全国总决
赛中， 香山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孟超获
得金奖。 赛后第12天， 记者见到了这
位80后小伙儿， 听他讲述金奖背后的
故事。

大赛现场引得观众共
鸣，高呼“人民万岁”

孟超说他演讲的题目是 《人民万
岁》， “主题听起来很宏大， 但却是我
工作中收获到的真切感悟。” 也正是由
于孟超的演讲内容， 引得了观众的共
鸣， 评委现场提议， 观众三呼 “人民
万岁”！ 在10月1日晚上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晚会上， 礼花打出了四个大
字 “人民万岁”。 孟超看到这四个字的
时候， 想起了这样一位老人。

孟超说， 老人83岁了， 她在香山
纪念馆看完了开国大典的全息影像后
对孟超说： “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
我和妹妹是扒在中南海的墙头看着天
安门的方向的。 今天， 我终于可以看
一次完整的开国大典啦！” 她就是毛主
席的女儿———李敏 。 她还对孟超说 ：
“记得就在那天晚上 ， 妹妹还问爸爸
‘人民喊你万岁， 你喊人民万岁， 真有
意思！’ 爸爸蹲了下来， 把我们俩揽在
怀里， 动情地说： ‘这样才对得起人
民啊！’” 孟超对李敏老人说： “那时
候在香山， 您天天和爸爸在一起多好
啊。” 老人说： “我和爸爸就一起吃过
一顿饭。” 李敏老人的回答， 让孟超不
敢相信。

作为讲解员， 孟超对这段历史再
熟悉不过。 毛主席在香山住了181天，
可就在这181天里， 他亲笔写下的电报
多达179份。 他发出了 “打过长江去，
解放全中国 ” 的伟大号召 ， 谱就了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的豪迈诗篇， 更写下了确定新中国国
体的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与自己近在咫尺的女儿， 却只
吃过一顿饭。 这就是毛主席， 他心里
装的是国家， 装的是人民。 就连当初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为什么选择在香山
办公， 其中就有不打扰人民的考虑。”
孟超说 ， 每次向观众讲述这个故事 ，
不仅是对这段历史的又一次学习， 更
是对内心的一次洗礼。 “这也是我对
这段历史的又一次学习。 特别是今年9
月12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香山革命
纪念馆视察， 我有幸亲耳聆听了习总
书记的教诲。”

演讲词一遍又一遍地在孟超心中
铭记： 双清别墅， 70年前党中央和毛
主席 “进京赶考” 的地方。 纪念馆前
的这旗杆， 全长19.49米， 象征的正是
1949年新中国诞生； 纪念馆主体建筑
的这28根柱子， 是中国共产党28年浴
血奋战的象征…… “这里是我工作的
地方 ， 更像是我的 ‘家 ’， 每一根柱
子、 每一块展板， 我都无比熟悉。” 孟
超告诉记者， 每一次的讲解过程， 都
是在像参观者介绍着自己的 “家”。

做红色讲解员， 只想让
听众对革命历史感兴趣

金奖背后， 是无数辛苦备赛的日
夜 。 国庆节后 ， 大赛进入冲刺阶段 ，
孟超从早到晚练习， 决心把 《人民万
岁》 的故事讲好。 临近比赛， 一位指
导老师给了孟超关键的点拨， “可以
再亲切一点 ”， 这让他茅塞顿开 ， 准
确地把握住了情感表达的 “火候 ” 。
“压力不是来自名次， 作为红色讲解员
要通过比赛把这段历史好好地讲给更
多观众听 。” 孟超说 。 功夫不负有心
人， 他的动人演讲， 深深地感染了观
众， 决赛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很
多人还潸然泪下。 其实， 孟超在香山
纪念馆做讲解员之前， 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 2009年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
后， 作为小语种人才， 他任职在抗战
馆， 这一干就是10年。

“从不敢想象， 自己会成为一名
讲解员。” 孟超坦白地说， “刚开始，
觉得日复一日地讲解， 有些枯燥， 甚
至想过换工作。” 可是， 当2013年的一
个下午， 他目睹到了一次母子互动的
场景， 让孟超真正意识到了自己肩头
的责任。

那天， 一位妈妈带孩子来抗战馆
看展览 ， 可孩子不感兴趣 。 妈妈说 ：
“你去里面转一圈儿 ， 妈妈奖励 100
元 。” 孩子这才进馆参观 。 可孟超心
里很不是滋味， “孩子对了解这段历
史不感兴趣。” 但转过头一想， “红色
基因代代传， 我突然觉得要做好自己
的工作了。”

孟超开始琢磨讲解技巧， 根据不
同年龄层孩子的特点， 调节语速、 语
调， 抖包袱、 给孩子们讲故事， 让他
们有兴趣从头到尾跟着自己听下来 。
“民族英雄赵一曼， 留给自己孩子的不
是万贯家财， 只是一封家书， 里面写
道： ‘宁儿啊， 希望你赶快长大， 安
慰你地下的母亲！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
来教育你 ， 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 。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 希望不要忘记你
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 孟超说 ，
很多孩子听到这个故事， 虽然年龄很
小， 但也会感动地流泪， 有的孩子还
会在留言簿上写下自己的感悟。

载誉归来 ， 每天仍走
“赶考路”

11月17日， 总决赛结束后的第一
天， 孟超上班了， 手捧比赛时获得的
鲜花， 他庄严地献给了毛主席的雕像，

并深深地三鞠躬。 “那时候， 我就想
着， 没有当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者， 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谈何而来。”
使命感， 对于34岁的孟超来说， 是口
中娓娓道来的讲解词， 更是心中一颗
坚定的初心。

观众的满意和认可是孟超最在意
的。 从抗战馆到香山革命纪念馆， 每
天， 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观众络绎
不绝， 忙的时候， 孟超一天就要讲上
四五场， 算起来要七八个小时。 可为
了让观众听得过瘾， 孟超还在不断扩
充知识储备， 参与各种临时展览的讲
解， 读书看报， 积累与展览有关的故
事、 文化历史知识， 补充在讲解里。

到今天， 纪念馆整整开放近三个
月了， 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30多
万人。 在繁忙的工作中， 孟超与同事
们主动热情地向观众们讲述新中国升
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讲述毛主席向
世界宣告新中国成立使用过的第一支
话筒 ， 讲述开国大典上的十门礼炮 。
这一件件珍贵的革命的文物， 一段段
红色故事， 让观众热泪盈眶。

“我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 有责
任将这红色文化和这红色基因永远传
承下去。 讲好红色故事， 这是我的使
命与责任。” 载誉归来， 孟超每天仍在
走 “赶考路”。

记者： 第一次讲解的时候， 紧张吗？
孟超： 紧张呀。 虽然说上学时候， 有上台的机会， 但是1个小时不喝水， 边

走边讲解， 手眼脑的协调很重要。 记得第一次是领导查词的时候， 当时， 我就是
背， 完全没有自己的理解和感触。

记者： 做了10年的讲解员， 你感觉收获了什么？
孟超： 十年对于一个职场人来说， 的确真的是不短的时间了， 而且没有过踌

躇， 一直向前走。 我发现自己每一次讲解历史的时候， 都受到一次洗礼。 这是精
神上的， 讲述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史， 思考着当下自己的 “赶考路”。

奋斗金句：

1.我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 有责任将这份红色文化与这红色基因永远传承下
去， 讲好红色故事。

2.虽然我们平时所做的都是一些小事， 可是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好， 那也是不
容易的。

3.每当我向人们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都觉得是内心受到的洗礼， 也是自
己对这段历史的又一次学习。

4.香山革命纪念馆是我工作的地方， 更像是我的 “家”， 每一根柱子、 每一
块展板， 我都无比熟悉。

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