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 王翔 汤艳
娟 龙丹梅 王亚同 彭瑜 实习生 吴
志杰 通讯员 梅佳 曾清龙）9月30日，
全市各地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缅怀
先烈丰功伟绩，奋力开创美好未来。

江北：缅怀“三·三一”死难志士

9 月 30日，江北“三·三一”死难志
士群葬墓地获评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并揭牌。集体默哀、敬献鲜花、讲述
故事……与此同时，江北区致敬革命先烈
主题教育活动在“三·三一”死难志士群葬
墓地纪念馆举行。

“三·三一”死难志士群葬墓地长眠着
15名英勇牺牲的死难志士，他们当中牺牲
时年龄最小的仅有10岁。

江北区的机关干部、消防战士、小学
生代表等300多人，在“三·三一”惨案死
难志士群葬墓前敬献鲜花，向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缅怀
革命先烈。

在庄严肃穆的追悼氛围中，12名消防
指战员为死难志士敬献了花篮，五里店小
学的少先队员们集体唱响了《我们是共产
主义接班人》，退役军人代表李东江讲述
了战友们英勇献身的故事……

“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们深受启发，
明白了当今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江北
区五里店小学的老师曹怀锐说，下一步，
还将组织更多学生来这里缅怀先烈，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

北碚：向王朴烈士敬献花篮

站在中华民族腾飞的新时代，回望过
去那段峥嵘岁月，我们满怀着对革命先烈
的崇高敬意！9月30日，北碚区社会各界
来到王朴烈士陵园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
烈，重温并铭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1945年，年仅24岁的青年党员王朴
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家乡创办学校、开展革
命活动，与母亲一起将殷实家产奉献给革
命事业。不幸被捕后，他忍受住了反动派
的肉体折磨，坚守住了党的秘密，牺牲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28天。其坚贞不屈、
永不叛党的革命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
对初心和使命的最好回答。

当天，北碚区社会各界代表带着崇高
的敬意敬献了花篮，并在王朴烈士纪念馆
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感受烈士为国为民的
高尚情怀。

“今天，我们缅怀先烈，深受洗礼，深
感中国共产党光荣和伟大，深感新中国
成就的来之不易。”团北碚区委书记陈放
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团干部，他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动员全区广大团
员青年拥抱新时代、践行新思想、实现新
作为。

黔江：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

9月 30日，黔江区社会各界代表近
300人，聚集红军广场举行烈士纪念日公

祭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当日上午9点30分，祭奠活动正式开

始。全体人员整齐肃立，庄严雄壮的国歌
声响彻红军广场，少先队员高唱《我们是共
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礼仪士兵向“红军
在黔江”纪念碑雕塑像敬献花篮，并现场宣
读祭文。

祭文中说，革命先烈浩气长存，永垂
不朽，黔江区干部群众将铭记先烈遗志，
传承先烈精神，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更加
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为实现“建
成渝东南中心城市、武陵山区重要经济中
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开启美丽黔江建设新
征程”而努力奋斗。

黔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和褒扬
纪念科负责人余泉江表示，通过参加烈士
活动，缅怀了革命先烈，传承了红色精神，
也鞭策大家砥砺前行。

渝北：祭扫张伦烈士纪念碑

9月 30日，渝北区大盛镇开展烈士
纪念日祭扫活动。全镇100余名社会各
界代表前往张伦烈士纪念碑前扫墓。

张伦1915年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他参
加了华蓥山武装起义，后在江北县明月乡
（今渝北区大盛镇境内）开展革命活动被
捕，英勇就义。

在张伦烈士纪念碑前，全体人员整齐
肃立，聆听了张伦烈士的革命英雄事迹，
深切感悟张伦烈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

无畏精神。大家表示，要按照“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坚决做到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把对革命先
烈的无限缅怀和敬仰化为推动工作开展
的不竭动力。

璧山：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

9月30日，璧山区举行2019年烈士
公祭活动，璧山区主要领导及社会各界群
众代表在该区烈士陵园共同缅怀为了争
取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幸福、国家繁荣富
强而牺牲的革命烈士。

烈士陵园苍松翠柏，庄严肃穆。上
午 9 时，2019 年烈士公祭活动正式开
始，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宣读祭文、
少先队员唱队歌、致队礼……随后，伴随
着深情的《献花曲》，礼兵抬起花篮，缓
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写着“烈士永垂
不朽”6个金色大字的花篮排放在纪念
碑基座前。

璧山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璧山这
方热土上，先后涌现出126名优秀儿女，
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
命。璧山区举办这次缅怀先烈活动，就
是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始终牢记“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和使命，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创造
无愧于先烈、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
崭新业绩。

生命铸成灯塔 奋斗开创未来
全市各地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

9月30日，沙坪坝区红岩联线报告厅，烈士光荣证颁授仪式现场。
记者 崔力 摄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9 月 30
日是烈士纪念日。当天，重庆市 2019
年烈士光荣证颁授仪式在红岩联线管
理中心报告厅举行，向甘伟、张照、杨雪
峰、符朝荣等4位重庆籍烈士遗属代表
颁授烈士光荣证。

上午11时，颁授仪式正式开始，全体
起立，奏唱国歌。随后，重庆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宣读了 2018 年和
2019年对甘伟、张照、杨雪峰、符朝荣等4
位重庆籍烈士的评定决定。宣读结束后，
全体人员为烈士默哀。默哀毕，4位烈士

的遗属代表上台，接过烈士光荣证。
烈属代表，烈士生前所在单位代表，

烈士所在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代表等
200余人见证了颁授仪式。

重庆市2019年烈士光荣证颁授仪式举行

向4位重庆籍烈士遗属代表
颁授烈士光荣证

扫一扫
就看到

烈士事迹简介

▲9月30日，璧山区烈士陵园，退伍老兵为烈士
献花。 通讯员 曾清龙 摄

◀9月30日，铜梁区在邱少云烈士纪念
馆举行烈士公祭活动，缅怀革命先烈。

通讯员 郭洪 摄

▲9月30日，在黔江区红军广场，武警
官兵为《红军在黔江》纪念碑雕塑像献花。

特约摄影 杨敏

▲9月30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赵世炎烈士纪念馆举
行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仪式。 通讯员 杨春来 摄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今天的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居安思危，不要忘记
今天的世界并不安宁。”9月30日，参战二等
功臣、重庆市新世纪国防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刘明星在参观“礼赞新中国·讴歌新时
代”——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精品联展
时感叹。

9月28日，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精
品联展在红岩魂广场开展，全市9家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联合推出了该展览，全
方位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大地上留下
的宝贵精神和革命先辈、先烈们的精神风
范，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63岁的刘明星当天上午参加完重庆市
社会各界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仪式后，参观
了精品联展。和他一同参观联展的，还有
54岁的参战一等功臣龚伯全等人。

“今天，我们生活在革命先烈流血牺牲
换来的幸福时代，可以不再经受那样的苦
难，但一旦面对考验，同样要有为了崇高信
仰而牺牲奉献的精神。”刘明星说，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当作自己的信仰，铭刻于心、践
之于行。

“我93岁的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现在仍然耳聪目明、思维清晰，并常常教导
我要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刘明星说，红色
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代代
传承，也激励一代代共产党人砥砺前行。传
承和弘扬红色精神，要从青少年抓起，让他
们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我们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会更加理
解革命先烈崇高的精神和坚定的信仰。”龚
伯全参观精品联展时表示，生活在新时代，
应该珍惜得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要让后代
铭记烈士的伟绩。

重庆日报记者在精品联展现场看到，当
天有不少青少年学生专程前来观展。江苏南通理工学院大一
学生朱浩南在邱少云烈士的展板前看得格外仔细，他说：“我
爷爷是位老党员，回家后我会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他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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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曾这样形容十堰：十堰真奇怪，一条马路直通外；说
它是城市，种瓜又种菜；说它是农村，工厂山沟盖。就是在这
个偏僻的山区小镇，诞生了我国第二汽车制造厂。

为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1969年10月，来自全国30多
家工厂、设计院和建筑单位的建设者以及竹山、竹溪、随县、大
悟、枣阳、汉川、汉阳等县的2.5万多民工，汇集在十堰周围数
十公里的工地上，拉开了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序幕。

二汽的建设采取“包建”和“聚宝”的方针。所谓“包建”，是
指二汽的20多个专业厂分别由第一汽车制造厂、南京汽车制
造厂、北京汽车厂及上海、武汉等地的30多家工厂负责，从设
计、安装、生产准备、人员培训、设备调试直到投产都“包”下来。

所谓“聚宝”，是指国家组织了558家技术、设备先进的机
械厂，为二汽制造了2万多台设备，组成了500多条生产作业
线和117条自动生产线。

“包建”和“聚宝”的方针，使二汽建成后就成了我国第一
个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

1975年，二汽形成了第一个基本车型——2.5吨越野车
的生产能力。1978年7月，形成了“东风”5吨载重汽车的生
产能力。第三个基本车型——3.5吨越野车在试验的基础上
于1980年经国家鉴定定型。

规模巨大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形成了华中地区一
个新的机械工业中心，成为“三线建设”的一颗明珠，对于改善
我国的经济布局，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中外
参观者来到鄂西北的十堰市，几乎无一例外地发出感叹：共产
党人居然在大巴山和秦岭之间这片荒山野岭，建成了这样一
座漂亮的现代化汽车城！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崇山深处汽车城

黔江区烈士陵园始建于1959年，占地2.5亩，位于黔江区
城东街道三元宫路。

该陵园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时代精神教
育的重要场所。整个陵园布局严整、宏伟壮观，富有浓厚的民
族风格。陵园由红军革命纪念碑、烈士陵园组成。其中，红军
革命纪念碑立于1977年8月1日，碑高2米，碑文记述了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同志率领红三军转战在黔江县农
村，特别是1933年攻克黔江县城的详细情况。

陵园内烈士纪念碑迎门耸立，碑身高10米，上书“人民英
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园内安葬有25位烈士的遗骸（土地革
命时期牺牲的红军烈士1位，解放战争时期在黔江牺牲的解放
军战士21位，新中国成立后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的烈士3位）。

黔江区烈士陵园是黔江区机关、学校、企业等单位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的首选之地，年接待祭扫群众2万人次左右。

（黔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供稿）

黔江区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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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烈士陵园。（本报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杨敏

▲9月30日，北碚区王朴烈士陵园，来自社会各界的
代表集体缅怀革命先烈。 记者 万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