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审稿：张卫民 责编：严 立 版式：严 立 总检：魏 谦 2021年5月31日 星期一

“晨钟鸣，则城门启，万户活动；暮鼓响，则城
门闭，宵禁伊始。”鼓楼是古代中国城市中担负向
全城报时功能的建筑。

银川鼓楼，始建于公元1821年。《银川市志》
在古代建筑一章中这样记载：“钟鼓楼俗称四鼓
楼、四牌楼、鼓楼。”

在宁夏众多地标性建筑中，银川鼓楼无疑是
最厚重的一座。不仅仅是因为它建造时间久远，更
因为这里成立了中共宁夏第一个党组织——“中
共宁夏特别支部”，支部办公地址就设在钟鼓楼上
的东北角坊，革命的火种从此在宁夏扎根发芽。

近日，记者重访“红色鼓楼”，感悟历史变迁。

革命种子在宁夏播撒发芽

1926年9月，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军
联军中的力量，时任国民军联军第二师刘郁芬部
政治处负责人的共产党员钱崝泉，赴陕北与陕北
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带领李临铭、牛化东等共产
党员和进步青年30余人赴兰州。途经宁夏时，在
驻宁国民军联军中的中共党组织的要求下，李临
铭、贺维新、马思然、陶振亚、郭维华等5名中共
党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留在宁夏。

“这些留下来的中共党员与驻宁夏城国民军
联军宣传队及中山日报社的共产党员马云堃、贾
一中共同建立了中共宁夏第一个党的组织——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李临铭任书记，马云堃做常
务工作，贾一中负责青年团工作，共有 7 名党
员。”鼓楼现场管理人员张建军介绍，为了便于公
开活动，同时建立了国民党宁夏县党部，李临铭
兼任常务主任。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和国民党宁夏
县党部同在宁夏府城（今银川市）鼓楼上办公。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
生后，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军联军在宁
夏也开始“清党”，驱逐共产党员，许多
党员离开宁夏，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被
迫解体。

特别支部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多，
但已在宁夏传播了马列主义，播下了

革命火种。在这里，先后有8人入党，34人入团，
为中国共产党持续在宁夏开展革命活动和发展
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打卡地”

1996 年，鼓楼被确定为银川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2018年2月，在鼓楼四个角坊设立红色
记忆展览，陈列展出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建立、
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银川的革命史以及
和平解放宁夏的历史。这里成为学习中国共产党
在宁夏的光荣革命历史，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宣传阵地。2020年，鼓楼被确定
为银川市干部教育培训基地。

如今，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银川产业经济加
快转型升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塞上明珠熠熠生辉。教育、医疗、文化、体
育等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达到全国
中上水平，科学布局绿色空间，初步实现了“300
米见绿、500米见园”目标。全市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现在越来越多的团队来此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鼓楼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仅丰富了广
大市民的精神生活，更让大家进一步了解了宁夏
解放的艰辛历程，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市民爱宁
夏、爱家乡的热情。”市文物管理处党支部书记朱
瑞说，“为了让广大市民更好地了解银川鼓楼背
后的革命历史，银川市专门在鼓楼上开辟了‘红
色记忆’银川党史展。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我们将进一步丰富‘红色记忆’展出内
容，让鼓楼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打卡地’，让红
色精神代代传。”

银川鼓楼的“红色记忆”
银川市新闻传媒集团记者 鲍淑玲

短 评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

银川鼓楼作为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办公旧
址，为宁夏播下了革命火种，为中国共产党持续
在宁夏开展革命活动和发展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

我们要牢记苦难辉煌的过去，珍惜日新月异的现
在，坚信光明灿烂的未来，传承红色基因，洗涤心
灵之尘、照亮前行之路、激发奋进之力，以更加昂
扬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沿着辉煌党史标注的
精神路标，一路向前，创造更大辉煌。（鲍淑玲）

传承火种 奋力前行

◀如今，鼓楼不但是银川
地标建筑，更成为优秀革命历
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银川市新闻传媒集团记
者 范毅强 摄

户户有红军、村村有烈士，山山埋忠
骨、岭岭皆丰碑——新县，鄂豫皖苏区首
府所在地，大别山腹地。革命战争时期，不
足10万人的新县为革命献身5.5万人；鄂
豫皖苏区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
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兰考，焦裕禄精
神诞生地。20世纪60年代，“县委书记的榜
样”焦裕禄在这里带领群众种泡桐、除“三
害”。虽然仅在兰考工作了475天，焦裕禄
却在群众心中铸就了永恒的丰碑。

巍巍青山，唱不尽英雄赞歌；滚滚黄
河，淘不完英雄故事。站在发展新起点上
的河南，通过传承红色基因，用好红色资
源，谱写新时代绚丽篇章。

情 怀

【红色足迹·焦裕禄同志纪念馆】
2014年3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一到兰考，就直接前往焦裕禄同志纪念
馆。总书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
禄精神的影响，是在焦裕禄事迹教育下成
长的。我后来无论是上山下乡、上大学、参
军入伍，还是做领导工作，焦裕禄同志的
形象一直在我心中。”

“当总书记看到焦裕禄曾用过的藤椅
时，他眼含热泪。虽然已经是第二次来了，
但在馆内看到焦裕禄提出的‘干部十不
准’时，他依然十分认真地逐字逐句阅
读。”曾在2014年为习近平总书记作讲解
的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副馆长董亚娜依然
记得彼时的情景。

【红色历史·“把泪焦桐成雨”】
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口，一棵泡桐树粗

壮挺拔，华盖如云。这棵已生长了58年的
老树不负期待，桐花再次绽放。

1990年7月15日，时任福州市委书记
的习近平有感于焦裕禄精神，写下了《念
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词中写道：“百姓
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此处的“焦
桐”，正是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前这棵树。

这是1963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一株
小树苗。1962 年焦裕禄来到兰考时，兰考
正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苦，为了整治

“三害”，焦裕禄亲自带头查风口，探流沙，
察洪水。了解到泡桐可以挡风压沙，焦裕
禄又带领全县干群大规模种植泡桐。焦裕
禄去世后，当地群众为了纪念他，亲切地
将他亲手栽种的泡桐称为“焦桐”。

【缅怀】
“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焦裕禄曾用生命喊出的豪言，如今在
兰考已变为现实。目前，兰考县已成为全
国粮食一个重要生产基地，全国小麦、棉
花、油料生产百强县。两岸的黄河湿地每
年都会有大雁、天鹅、斑嘴鸭等200多种野
生动物栖息繁衍。

每年，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
聆听焦裕禄的故事，学习焦裕禄精神。截
至今年4月，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已接待游
客90多万人次。焦桐树下，不少人缅怀静
思，共同纪念那个永恒不朽的英魂。

董亚娜已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从事
了28年讲解工作，总有人问她，日复一日
讲解着同样的内容，会不会感到厌倦？她
说，越讲焦裕禄精神，就越能感受到焦裕
禄精神的伟大。“焦裕禄书记是一本永远
读不完的书，常读常新。”

信 念

【红色足迹·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
2019年9月1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位于新县的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
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堂，远眺英
雄山上“红旗飘飘”主题雕塑。

总书记强调，我每次到革命老区考察调
研，都去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就是要告
诫全党同志不能忘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
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
来的，就是要宣示中国共产党将始终高举红
色的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红色历史·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
新县被民间誉为“将军县”。这里是黄

麻起义策源地、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落脚地，先后诞
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
军等主力部队。

户户有红军、村村有烈士，山山埋忠
骨、岭岭皆丰碑——这是新县儿女用鲜血
和生命赢得的至高礼赞。

【赓续】
革命博物馆、烈士陵园等是红色基

因库。近年来，新县通过讲好党的故事、
英雄和烈士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加强红
色教育。

2020 年，由新县烈士家属、红军后代
党员组成的新县英雄山党支部揭牌成立；
全县近5000件革命文物、365处遗址遗迹
登记造册加速推进，其中，已建成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14处，市县级保护单位128处……

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新县重温革命历
史。2020 年，全县共接待游客 926.5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9.3亿元。“新县会
讲好大别山的革命故事，把老区建设得更
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县县委
书记吕旅说。

拼 搏

【红色足迹·张庄+田铺大塆】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兰考县

东坝头乡张庄村考察。他叮嘱当地干部要切
实关心农村每个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通过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县
田铺乡田铺大塆考察调研。他指出，依托
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
展乡村旅游，搞活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
村的好做法。

【红色历史·兰考最大风沙口+刘邓大
军临时指挥所】

“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汪。”张庄村，
地处九曲黄河最后的一道弯，曾是兰考最
大的风沙口，饱受风沙肆虐。1963年，焦裕
禄带领工作队在这里组织群众挖泥封沙，
栽种刺槐，成功找到防治风沙的良策。

大别山青龙岭山下，田铺大塆，一个
依山傍水、距今有400余年历史的传统村
落。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时，在田铺大塆
设立了临时指挥所。

【发展】
近年来，河南省以红色资源为依托，

不断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以产
业集群为重点，不断壮大老区县域经济
实力。2020 年，河南省大别山革命老区地
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省近2个百分点，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省 0.7 个百
分点。

为了纪念摆脱贫困，张庄村将村里的
主干道命名为“幸福路”。“过去主干道是

‘雨天一地泥，刮风一脸土’，现在是‘出门
水泥路，抬脚上客车’。”张庄村驻村工作
队队长庄艳斐说。据了解，张庄村村民人
均年收入从2013年底的3000元左右，增长
至如今的 15000 元。还建成焦裕禄精神体
验教育基地、“兰考四面红旗”纪念馆等，
年接待游客达15万人次。

“老家寒舍”是田铺大塆第一家民宿，
店主是村民韩光莹。他说：“现在，我的店
平均入住率达到60%以上，每个月的纯收
入过万元。”2020年，田铺大塆入选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全年旅游综合收入超
过2000万元。

“亮出开放、生态、幸福的新名片，需
要我们赓续精神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以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态，在乡村振兴中走在前、作示范。”兰
考县委书记李明俊说。

红色传统，正成为新时代中原更加出
彩的力量支撑。空中、陆上、网上、海上“四
条丝绸之路”通达全球，米字形高铁网加
快形成；6500 多万劳动力优势更加凸显，
人力资源呈现结构优化、层次提升的良好
态势。在革命先辈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
奋斗精神感召下，9900万中原儿女正不断
拼搏进取，奋力谱写出彩新篇章。

（新华社郑州电）

焦桐常青，精神永存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河南篇

新华社记者 王圣志 双瑞 翟濯

▲1936年的鼓楼。（资料图片）

(上接1版①)要在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高质量
建成“二中心一枢纽”上贡献政协力量。希望全市各
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善谋发展之策，围绕产
业发展、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重大项目、乡村振兴等
重点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咨询论证，形成
更多有价值、有分量的调研成果；多干发展之事，积
极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引导资本、资源、人才、技术
参与我市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持续开展助推实体
经济发展“四个一”主题活动，认真牵头筹备好“在
RCEP框架下深化湖南与东盟经贸合作”系列活动；
汇聚发展之力，充分发挥政协联系面广、包容性强
的独特优势，加强与党外知识分子、非公经济人士、
新社会阶层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系沟
通，讲好邵阳故事、传递邵阳声音，吸引更多企业投
资邵阳、更多人才服务邵阳。要在坚持人民政协为
人民、扎实为群众办实事上彰显政协情怀。全市广
大政协委员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
协委员要更好联系和服务所在界别的群众”的重要

指示精神，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深入基
层察民情，求同化异暖民心，兴办实事解民忧。要在
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升履职能力上展现政协
新貌。全市政协组织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搭好协商
平台，提升协商能力，完善协商机制，不断开创政协
工作新局面。市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人民政协依照
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全市各级各部
门要主动为政协委员知情明政、建言资政、参政议政
提供便利条件，切实把来自政协的意见建议转化为
谋划发展、推动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

鞠晓阳在总结讲话时强调，要坚持党对政协工
作领导，助推“三高四新”战略实施，更加密切联系
服务群众，完善政协工作制度体系，在中共邵阳市
委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优势
作用，聚焦“国之大者”和“责之重者”，围绕全面实
施“三高四新”战略、高质量建成“二中心一枢纽”，
激发“政协之能”、服务“邵阳之为”，以优异成绩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上接1版②)同时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先后与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湖南大学、邵阳学院建立校企合作
机制，近3年开展研究开发项目26项，承接湖南交
通科技项目1项，获得1项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
专利、2项省部级工法。这些科研成果广泛应用于
国内外工程项目建设中，如：邵阳市政工程桂花大
桥项目、湖南省“绿色公路”长益高速扩容工程、詹

天佑奖获奖工程徐明高速（安徽段）。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邵阳的科研技术在阿尔及利亚南北高
速公路希法段同样发光发彩。

赵应华表示：“未来，科技创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通道’。邵阳路桥要做
的不光是创新，更要做好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这篇
大文章，不断把创新转化为生产经营竞争的优势！”

时事／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