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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风起正清明。清明祭英烈，是
追思和缅怀英雄的方式，也是传承和弘
扬英烈精神的契机。

在新中国诞生 70周年的这年清
明，人们追寻先辈足迹、体会精神传承、
凝聚奋进力量，向历史致敬、朝未来出
发。

和平勿忘先烈，幸福铭记英雄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烈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脊梁，承载着跨
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翻开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在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道路上，曾有多少革命先烈，满怀理
想信念，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前仆
后继。”位于浙江嘉兴的南湖革命纪念
馆馆长张宪义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和强盛国力，正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
命换来的。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
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
锋，无论时空如何变迁，革命先烈应该
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爱戴和缅怀。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
史时期，无数烈士为民族复兴、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矢志奋斗、英勇牺牲，夯实
了共和国大厦的坚实基座，铸就了中华
民族的精神丰碑。伟大的国家不会丢
弃过去的历史，挺立的民族不会忘记自

己的英雄。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师徐立佳指

出，缅怀崇尚英雄，是世界各国弘扬和
培育民族精神的通行做法。“古今中外
的大国兴衰史告诫我们，一个有英雄情
怀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有
英雄情怀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

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崇尚英烈、
捍卫英烈，把英烈当作中华民族最闪亮
的精神坐标，用英烈的事迹和精神教
育、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浦东干部
学院教授刘昀献认为，“抛弃传统、丢掉
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我们应在全社会加强公民权利和义务
教育，培育讲公德、知荣辱，学英烈、作
奉献的良好风尚。”

英烈事迹可歌可泣，英烈
精神历久弥新

英烈虽已逝去，但英烈精神所承载
的红色底色，是滋养和激励我们党和人
民顽强奋斗、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动
力。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发展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韩振峰表示，英烈精神是中
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也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重
要体现。

“英烈精神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
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今天我们弘扬英烈
精神，就是要弘扬那种为了党、国家和

人民利益无私奉献、拼搏进取的精神。”
韩振峰说，在当前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紧密结合核
心价值观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
优秀美德和精神，可以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更加接地气，更有现实针对
性，更能取得实际效果。

伟大的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精神的引领。中
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在当今时代，英
烈精神具体体现在心中有信念、心中有
家国，体现在一种牺牲精神和奉献精
神，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为了家国天
下，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用自己的生
命担当伟大的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没有牺牲和奉
献精神，幸福不会从天而降。

“时代不同，对理想信念矢志追求
是相同的。今天我们继承和弘扬英烈
精神，就是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
奋斗，始终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种
信念、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气。”辛鸣
表示，广大党员干部要牢牢把党和国家
事业扛在肩头，敢于担当作为，做到心
中有大我，以小我成就大我。

传承红色基因，铸就红色信仰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
“清明祭英烈的根本目的，在于传

承国家民族的精神命脉和文化基因。”
曾担任《离开雷锋的日子》《建国大业》

等电影编剧的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
王兴东说，文艺工作者担负着“培根铸
魂”的神圣使命，要讲好英烈故事，铸牢
民族精神的支柱。用严谨认真的创作
态度，多样化的艺术形式，让英烈“复
活”在银幕上、文字间，不断提升对红色
信仰的守望、对红色基因的传承。

“在青年心中种下什么样的种子，
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上海交通大
学钱学森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兼副馆长
盛懿认为，传承红色基因是思政教育的
重要内容，爱国奋斗精神是思政教育的
重要主题，重点在于挖掘红色资源、活
化红色基因、激活情感体验、提升精神
境界，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从嘉兴南湖的红船到南昌城头的
红旗，从瑞金的“红井水”到长征路上的

“红军被”……正是有了红色基因的赓
续，我们才有了前赴后继的勇气、开天
辟地的志气、制胜未来的底气。

“红色基因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
淬炼的先进本质、思想路线、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的总称。”中国人民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
王易说。

王易认为，应该充分挖掘、激活传
统资源中的红色基因，不断丰富、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和形式，让广大青
年学生在传统资源的再现学习中，触摸
历史、铭记传统、体悟精神，自觉将红色
基因镌刻在心中，让红色基因永不变
色、代代相传。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让信仰之光照亮复兴之路
——专家谈赓续传承英烈精神

新华社记者 胡浩 林晖 朱基钗 史竞男

据新华社广州 4 月 6 日电 （记
者 丁乐）叶挺原名叶为询，字希夷，
1896年生于广东惠州一户农家。启蒙
老师陈敬如为其改名“挺”，意为“人要

上行、叶要上挺”，有挺身而出、拯救中
华之冀。

叶挺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湖
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河北保定陆军
军官学校。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
表长信，抒其“振污世，起衰弱”之志。

1924年，叶挺前往苏联学习，同年
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20多年都奋战
在艰苦辉煌的革命斗争中。

1925年回国后，叶挺任国民革命军
第四军参谋处长，后改任独立团团长，参
加北伐战争。他带领独立团进攸县、打
醴陵、克平江、夺汀泗、取咸宁、占贺胜、
陷武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铁军”威

名由此远播，“北伐名将”享誉中外。
1927年8月，南昌起义号角吹响，

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同年12月，叶挺参
与领导广州起义，成为工农红军总司
令。起义失败后，他漂泊海外。

在日寇入侵、国家存亡之际，叶挺
毅然归国，汇聚南方八省健儿，出任新
四军军长，指挥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
日根据地，一年内对敌作战达500多
次，毙伤日伪军超过 7000 人。1940
年，叶挺率部取得反“扫荡”重大胜利，
被各界称为“中华民族的干城”。

1941年，皖南事变震惊中外，叶挺
谈判时被非法扣押，先后被囚于上饶、
桂林等地。被囚5年多，叶挺不惧国民

党威逼利诱，写信表示“个人之操守至
死不可变”；并作《囚歌》明志，要“在烈
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叶挺终于获释。出狱
后第二天即致电党中央，希望重新加入
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复电，称赞叶挺
忠诚地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
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
严重的考验，决定接受叶挺重新加入中
国共产党。4月8日，因飞机失事，叶挺
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遗体葬于延安

“四·八”烈士陵园。

叶挺：拳拳爱国情 铮铮铁骨义

本报讯 （记者 王翔）“假期不用
走太远，就有这样好的休闲地，真好。”
清明假期，潼南刚建成不久的大佛寺湿
地公园人流如织。不仅如此，潼南的人
民生态公园、滨江湿地公园等湿地公
园，都成了众多市民和游客青睐的“打
卡”地。

近两年来，潼南大力推动“产城景”
融合发展，推进以涪江两岸为主轴的城
市有机更新，打造沿江步道和湿地公园
系统，加快大佛坝、双坝田园综合体建
设，推动金福坝、金福新区高品质开发，
大大提升了城市宜居度。

“大佛寺湿地公园的建成开放，就
是我们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的重点工程
之一。”潼南区一负责人介绍，大佛寺湿
地公园位于涪江南岸，以历史悠久的

“大佛寺”为背景进行建设，占地面积

21.1万平方米。主要包括园区景观景
点工程、道路工程、绿化、管理设施及给
排水等配套设施。

“清明假期，每天都有数千人前往
游玩。”该项目总监周泽告诉重庆日报
记者，湿地公园围绕景观廊桥展开布
景，石板步道、景观亭、乔灌木及地被植
物在整个湿地区域依次展开，形成了

“小桥流水”的美丽意境。
“公园内还埋着密密麻麻的排水

管道，这些排水管道不仅为园内大大
小小的湿地导入涪江之水，循环往
复，灌溉植被，形成水漫湿地之景，将
来还能为栖息在湿地公园的鸟类和

鱼类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周泽说，
公园很注重植物的多样性，除了为荷
花营造了约8000平方米的水生种植
区，还为蓝花楹、池杉、杞柳、粉黛乱
子草、地涌金莲、无患子等约50余种
地被植物保留了17万平方米的地被
种植区。

据悉，清明假期，潼南“火”起来的
不仅是大佛寺湿地公园，人民生态公
园、滨江湿地公园等也成了当地群众和
游客青睐的“打卡”地。

其中，人民生态公园是潼南区投入
上亿元，由原本城中的一条“臭水沟”改
造而来。潼南区除了对水体进行全面

整治外，还修建了亲水平台、广场步道、
旅游公厕，突出亲水和园林景观特色，
近期全面建成开放后，成为了周边市民
休闲的好去处。

滨江湿地公园则迎来全新升级，潼
南区对因涪江大桥、航电枢纽项目建设
导致的湿地被占用和淹没部分，进行重
新恢复、改造，并充分考虑涪江两岸的
景观与潼南本地的历史、人文、民俗因
素，提取“水”元素，打造了一个集运动
休闲、生态观光、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城
市滨江生态景观带，从高处俯瞰，如同
一只眼睛，它也因此被称为潼南的“城
市之眼”。

潼南多个湿地公园成热门“打卡”地

[我们的节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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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木里县森林火灾新增遇难者系坠落而亡
➡记者4月6日从凉山州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经公安部门现场勘查和

尸检，木里县森林火灾新增遇难者王慧蓉遇难现场无过火迹象，遗体表面无烧伤
痕迹，不具备他杀相关证据支撑，初步判定：王慧蓉系从山坡滑落摔跌致腰椎骨
折，骨折片刺破血管，失血性休克死亡。

波音总裁称将暂时削减737MAX飞机产量
➡美国波音公司总裁丹尼斯·米伦伯格4月5日发表声明说，波音公司将暂

时削减737MAX系列飞机产量，并计划成立专门委员会审查公司的飞机设计开
发政策和流程。米伦伯格说，波音公司将从4月中旬开始，暂时把每月生产52架
737MAX系列飞机的速度降至42架。 （据新华社）

快读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3月29
日，2019年全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
工作会议在市教委举行，会议要求重
庆高校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的契机，全面开展“读懂中国”活
动。

据悉，今年，市教委关工委将结合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开展“新时代好
少年——我为祖国点赞”“爱我中华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主题教育
读书活动，此外还将在高校全面开展

“读懂中国”活动。

“读懂中国”活动以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节点，以“我和
我的祖国”为主题。我市将由各高校
二级学院关工委组织青年学生，同本
地、本校“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
家、老教师、老模范）结对，开展面对面
交流座谈，然后通过征文、微视频的形
式，深入挖掘、记录、整理、展示和宣传

“五老”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奋斗历程、
感人事迹和真实感悟。各高校需于6
月15日前报送1至2件征文和微视频
作品，市教委关工委将组织评奖。

重庆高校将全面开展“读懂中国”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4月6
日，由原·美术馆等主办、全球艺术IP
运营机构云图映画出品的“爱的艺术
——全球影像艺术大展”在原·美术馆
开展。

据了解，展览由行动、独白、能量、
永恒、未来等5大剧场构成，力图通过
影像作品，审视当代视觉文化中的

“爱”。在来渝展出前，“爱的艺术”曾
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出，接待观众超
10万人次。

世界当代艺术史上3位重要女性
艺术家：小野洋子、玛丽娜·阿布拉莫
维奇、翠西·艾敏的珍贵影像亮相展
览。“行动剧场”呈现了小野洋子与约

翰·列侬的《床上和平》，这一著名反战
影像记录不仅是两人爱情的见证，更
揭示出艺术行动与社会运动相互结合
的可能性；“独白剧场”再现了翠西·艾
敏的《承诺爱你》，霓虹灯拼写出发光
的思想和感受，成为艺术家手写的自
白书；“永恒剧场”中，玛丽娜·阿布拉
莫维奇的《剩余能量》等3件影像作
品，回顾了她30余年来的行为实践。

在特别展映单元，歌手易烊千玺
与 国 际 创 意 舞 团 HEXAGON
COLLECTIVE合作，带来他的首部
影像艺术作品《液体诗》，引来不少市
民围观。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5月20日。

“爱的艺术——全球影像艺术大展”来渝展出

小野洋子珍贵影像亮相展场

据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4 月 5 日 电
（记者徐剑梅 刘阳）美国国会众议
院5日提起联邦民事诉讼，寻求通过
法庭裁决阻止总统特朗普藉宣布

“国家紧急状态”绕过国会为在美国
和墨西哥边境建造隔离墙筹拨资
金。

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众议院当天在
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哥伦比亚特区
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长达45页的
起诉书针对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部、国
土安全部、国防部和内政部及这些部

门的负责人，指控特朗普政府逾越宪
法授予的行政权力，在没有适用的国
会拨款的情况下，动用国会拨给其他
政府部门的资金，支出多达81亿美元
修建边境墙，违反了拨款条款和宪法
分权原则。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针对特朗
普宣布美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的最新一起诉讼。截至目前，美国已
有20个州的检察长及多个环保组织
等提起诉讼，寻求阻止特朗普政府划
拨政府部门资金造墙。

美国国会众议院就特朗普宣布
“国家紧急状态”提起诉讼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哇，你
看那是犬夜叉，好帅呀……”4月6日，
在南坪国际会展中心，市民刘萌兴奋
地对朋友说。当天，中国西部动漫文
化节暨WestJoy数字互动娱乐春季
展（以下简称西漫春季展）继续在此举
行，本次展会凭借齐全的动漫周边和
精彩的cosplay（角色扮演）表演，受
到不少市民追捧。

6日上午10点，展厅外已经是人
山人海。走进展厅，仿佛进入二次元
世界，各参展商家准备了画集、海报、
绘本等丰富的周边产品，吸引不少市
民驻足观看。“我给孩子买了不少《名
侦探柯南》的周边，这里的周边产品特

别丰富。”市民郭琮说。
在会场中心举行的2019China-

joy超级联赛重庆赛区预选赛现场，
也是展会现场最嗨的地方——伴随
着欢快的音乐，一个个青春洋溢的少
女团队走上舞台，跳起了欢乐的舞
蹈，不少市民拿出手机记录下欢快的
场面。

“展会开展两天来，共吸引2万多
名市民前来观展。”组委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未来除了在国庆节期间继续举
办中国西部动漫文化节外，西漫春季
展也会固定在五一期间举行，以更好
地打造全民动漫，利用二次元文化助
力重庆文化产业发展。

西漫春季展受市民追捧

4月5日，在
美 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卡 莱 克 西
科市，美国总统
特朗普（前）视
察 美 墨 边 境 隔
离 墙 时 对 媒 体
讲话。

新华社发

◀4 月 6 日，万盛经开区南桐镇石桥
村樱桃园樱桃成熟，不少游客前来享受收
获的快乐和采摘的乐趣。

特约摄影 曹永龙

采摘乐
▲4 月 6 日,南滨路哑吧洞码头,

市民在河边草地上玩耍,享受踏青的
别样韵味。

特约摄影 钟志兵

去踏青

▲4月6日，荣昌区，市民
来到万灵古镇游玩。

特约摄影 龙帆
游古镇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6 日电 （记
者 颜亮 韩洁）4月3日至5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
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
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
钦在华盛顿共同主持第九轮中美经贸

高级别磋商。双方讨论了技术转让、
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措施、服务业、
农业、贸易平衡、实施机制等协议文
本，取得新的进展。双方决定就遗留
的问题通过各种有效方式进一步磋
商。

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顺利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