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捧一束鲜花、 追忆一个名
字 、 讲述一段故事……清明时
节， 全国各地以不同的方式致敬
英烈。 最深的悼念是铭记， 最好
的纪念是传承， 最高的致敬是奋
进。 如今， 我们能够告慰先烈的
是， 山河无恙， 今日盛世如你所
愿， 明日中国定更加精彩。

你血染的土地 盛开幸
福的杜鹃

江西省于都县新陂乡觉村九
龙山， 漫山遍野的苍绿中， 几抹
红色是杜鹃花盛开的样子， 一如
你们离去时的样子。

清明时节， 觉村的村民这样
念叨， 今年杜鹃花又红了， 满山
开遍是幸福的样子。

觉村， 原名 “葛村”， 这个
名字是村民革命热情的见证 。
1934年， 为了组建一支加强连 ，
当时只有几百人的葛村， 一天之
内就有70余人应征入伍。 感叹于
葛村人民高涨的革命觉悟， 苏区
政府特意将 “葛村 ” 改名为觉
村， 并一直沿用至今。

在觉村红军烈士纪念碑前，
47名小学生整齐列队， 依次上前
献花， 纪念牺牲的红军烈士。

康灶女，18岁，1931年参加革

命，1934年牺牲 ； 汤连发 ，16岁 ，
1932 年 参 加 革 命 ， 1934 年 牺
牲 ……纪念碑底座上镌刻的是
一行行烈士名字， 书写的是一段
段英雄史诗。

站在铭刻着51名烈士名字的
纪念碑前， 六年级学生汤诗清记
得爷爷汤万华给她指过的一个名
字———汤升昌， 那是一名可敬的
烈士， 也是自己的家人。

“为了无数劳苦百姓过上好
日子，他一心跟着共产党。 ”老党
员汤万华深知二伯当初的决定。

当年只有240万人口的赣南
有33万人参加红军， 长征路上平
均每公里 就 有 3名 赣 南 籍 战 士
倒下 ， 江西有名有姓的烈士达
25.3万余人。

如今， 在烈士用鲜血染就的
这片红土地上， 他们的革命故事
代代传颂， 他们的革命理想正在
加快实现。

2020年， 革命老区江西25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 基本摆脱区域
性整体贫困， 与全国共同迈入小
康。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
的功勋永垂不朽

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鲁班

镇， 红军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
146名烈士长眠于此。 他们是在
鲁班场战斗中牺牲的红军烈士，
除一名红军烈士外， 其余145人
的名字都消散在炮火声中。

清明节前， 前来追思先烈的
市民络绎不绝， 红军烈士公墓前
摆满了黄白相间的鲜花。

1935年3月13日 ， 红军第二
次进入仁怀境内，准备三渡赤水，
鲁班场是必经之路。3月15日， 鲁
班场战斗打响。 这场战斗打乱了
敌人的部署， 确保了三渡赤水的
胜利。

1953年， 仁怀县委、 县政府
拨款修建了鲁班红军烈士公墓，
集中安葬牺牲在仁怀境内的红军
烈士。

1971年秋天， 抗战老兵刘福
昌来到陵园，自愿请命守陵，一守
就是45年。直至2018年去世，他用
坏了1000多把扫帚， 栽下的2000
多株雪松等，已是根深叶茂。

为什么坚守陵园？生前，刘福
昌这样说：“我亲眼看见发生在鲁
班场的血战， 红军用鲜血和生命
换来人民当家作主的幸福。 我为
自己崇拜的人守灵，心甘情愿。 ”

第二代守陵人郭德刚， 也是
一名退伍老兵， 70岁的他已守陵

21年。 “我爷爷曾目睹红军血战
鲁班场， 他生前多次告诉我， 要
永远对这些红军先烈怀有一份崇
敬。” 郭德刚说。

为烈士守护就是传承革命精
神， 铭记英烈就是牢记我们的来
处。 这是守陵人最朴素的想法。

你们的名字消散在炮火硝烟
中， 我们就是你的亲人。

你立志 “改造中国” 的
故事， 有了新的注脚

红军烈士李振彪墓前， 青松
翠柏环绕 ， 气氛肃穆 。 清明时
节， 70多名畲汉群众来到纪念碑
前祭扫英烈， 一幕幕激昂的斗争
场景在眼前浮现：

78年前， 李振彪长眠于浙江
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九龙乡王湾
村。 畲族乡亲不会忘记， 左手受
过伤， 20岁不到的他装扮成裁缝
师傅， 一边为群众缝制衣服， 一
边与群众拉家常， 逐步开展艰苦
的新区党建工作。

1935年， 时年15岁的李振彪
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二纵
队， 参加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
设和斗争。1938年， 部队北上，李
振彪留驻浙南坚持开展游击斗
争。

有网友祭奠李振彪， 这样写
道： “青春立志改旌容， 革命投
身赴九龙 。 ” “青景山河一片
红。”

三年时间， 他和战友将浙西
南革命根据地游击区由小变大，
革命星火燃遍整个浙西南。

追忆当年李振彪和战友打通
交通线， 形成在根据地 “壮丁抽
不去， 捐税收不走”， 地主被迫
实行 “二五” 减租的局面。 九龙
乡人武部副部长叶连根说： “中
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经过浙江江山
华家村时， 李振彪坚决要求参加
红军， 追随共产党闹革命， 改变
家乡的面貌。 正是这些先辈前仆
后继， 舍身报国， 才有我们新中
国的今天， 才有我们的今天。”

“英烈虽远去， 但他们的名
字早已印刻在我们心中， 每年清
明， 我们都会来此祭扫。” 九龙
乡村民沈晓清动情地说。

2015年， 作为全国唯一的畲
族自治县，景宁摘掉了“欠发达”
帽子，努力迈向“绿富美”。如今，
浙江景宁的县域综合实力在全国
120个民族自治县中位居前列。

这盛世， 如英烈所愿。 有理
由期待， 一幅幅乡村蝶变的画卷
在中华大地徐徐铺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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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风起正清明 家祭无忘告英烈

“双星伴月”7日晨天宇组“歪嘴笑脸”

新华社电 上万名示威者4日
在美国纽约市举行大规模集会和
游行， 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打击针
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
并呼吁亚裔团结起来捍卫自身权
益。

当日， 亚裔维权大联盟联合
约200个少数族裔社团在曼哈顿
福利广场组织集会并发表演讲，
随后游行队伍穿过布鲁克林大
桥， 来到布鲁克林的卡德曼广场
集合 ， 并在那里继续集会和演
讲。

亚裔维权大联盟总召集人陈
善庄在集会上表示 ， 尽管过去
100多年来亚裔为美国发展做出
了贡献， 但亚裔的权益至今没有
得到美国联邦政府重视 。 他表
示， 亚裔不是替罪的羔羊， “我
们必须行动起来和发声， 让外界
知道我们面对歧视、 仇恨、 暴力
时所承受的苦难！”

纽约华人侨团联合会主席牛
红在集会上表示： “希望所有的
亚裔能够走出来、 站出来， 为我
们的权益发声。” 牛红说， 纽约

华人侨团联合会当天也组织多个
社团参加集会和游行， 旨在表明
所有亚裔不再沉默， 要停止仇恨
犯罪和暴力。

美国暴发新冠疫情以来， 针
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不
断升级。 仅过去一周， 纽约市就
发生多起针对亚裔的暴力和犯罪
行为。 截至目前， 有近2000名志
愿者参加纽约市 “安全步行” 社
团， 为亚裔出行提供陪护。

图为人们在美国纽约参加游
行反对亚裔仇恨。

纽约举行大型集会反对歧视和仇恨亚裔

新华社电 天文科普专家介
绍，4月7日晨，土星和木星将携手
月球联袂上演一出“双星伴月”的
好戏，有意思的是，届时，三者会
在天空中组成一张 “歪嘴笑脸”。
如果天气晴好，在凌晨4点至日出
前这段时间，在天空尚未泛起鱼肚
白的时候，我国感兴趣的公众面向
东南方低空， 用肉眼或借助双筒
望远镜就可欣赏到这趣味一幕。

“伴月”，泛指一颗或几颗亮
星（可以是行星，也可以是较亮的
恒星） 出现在月亮附近的天文现
象。

天文科普专家、 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 ，2021年
初， 土星和木星被太阳的光辉所
掩盖 ，无法观测 ，直到4月才 “摆

脱”了太阳的光芒，观测条件日趋
向好， 在日出前的东南方低空，
人们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了。

土星、 木星分别于 4月6日
16时和4月7日15时合月。 在6日、
7日和8日日出前， 一弯残月会运
行到木星和土星附近，形成“双星
伴月”的天文景观，三个天体之间
的角距离相对较近。其中，位于左
下方的是木星， 位于右上方的是
土星。特别是4月7日清晨，残月斜
挂在木星和土星之间， 形似一张
“歪嘴笑脸”。

“当天 ，木星亮度在-2等左
右，土星亮度在0.75等左右。由于
土星比木星暗一些， 因此， 这张
‘歪嘴笑脸’中，一只‘眼睛’明亮，
一只‘眼睛’略暗。”赵之珩说。

新华社电 据印度尼西亚国
家抗灾署5日消息， 该国东努沙
登 加 拉 省 4日发生的 洪 灾 目 前
已造成 68人死亡 、 至少70人失
踪。

印尼国家抗灾署发言人拉迪
提亚·贾迪5日举行线上新闻发布
会说， 洪灾已经影响到东努沙登
加拉省11个县市。 他说， 洪灾还

造成至少 15人受伤 、 2600人受
灾。 灾区数十所房屋被洪水冲走
或被泥浆掩埋 ， 一座桥梁被冲
垮， 一艘船沉没。 随着搜救和统
计工作的继续， 预计本次灾害导
致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还将进
一步增加。

印尼总统佐科5日对遇难者
表示哀悼， 并要求中央和地方政

府做好受灾地区灾民疏散撤离工
作。

印尼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
灾区还将面临暴雨、 大风等极端
天气， 印尼国家抗灾署提醒地方
政府和居民保持警惕。

每年11月至次年4月是印尼
雨季 ， 山体滑坡和洪涝灾害多
发。

印尼洪灾已致68人死亡70人失踪

湖北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捍卫烈士荣光
新华社电 “柳林乡烈士陵

园杂物乱堆、 杂草丛生， 纪念塔
外表陈旧不堪， 字迹模糊难辨，
难道没有部门来管一管？” 在湖
北省黄冈市黄梅县的网络论坛
上， 一篇反映黄梅柳林乡烈士陵
园存在诸多问题的帖子去年引起
当地检察机关的关注。

实地调查后， 黄梅县人民检
察院立即成立工作专班， 开展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 相关部门收到
检察建议后， 对烈士陵园进行了
修缮。

柳林乡烈士陵园修缮是近年
来湖北检察机关开展烈士纪念设
施保护专项监督活动的缩影。专
项活动自2019年开展以来， 湖北
检察机关在英烈保护领域积极开
展公益诉讼工作， 共办理相关案
件499件，其中英烈纪念设施保护
类423件，英烈名誉荣誉类76件。

“革命烈士纪念设施修缮一
新， 已有整洁清静的氛围， 今后
要着力加强日常管理和保护 。”
2020年12月24日， 湖北省汉川市

人民检察院邀请两位人民监督员
对某乡革命烈士纪念设施公益诉
讼案进行 “回头看”。

为纪念殉难烈士 ， 该乡于
1963年修建烈士纪念塔。 但相关
部门疏于管理， 2018年10月， 当
地检察机关对该乡烈士纪念塔未
依法履行管理和保护职责的情形
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 要求对损
毁、 破旧的烈士纪念设施进行修
缮和保护。

然而， 直至2020年7月 ， 该
乡政府仍未开展修缮工作， 烈士
纪念塔塔身和烈士亭油漆斑驳脱
落。随后，汉川市人民检察院向该
乡政府发出《检察建议书》，督促
乡政府对烈士纪念塔进行修缮、
改造并加强管理。 针对该乡政府
存在履职不到位且未在法定期限
内书面回复的违法情形， 汉川市
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9月18日向
该市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目
前， 该乡政府在法院开庭审理该
案时已完成对烈士纪念设施的修
缮和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