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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7月，上海。
闷热潮湿的夏天令人困倦，但

聚在辅德里625号的12名青年却
精神亢奋。

他们，代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
195名党员秘密参加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自由民主的新世界，在年
轻人的热情里展现。

大会起草了11份文件，其中便
有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

拥挤的石库门里，与会者字斟
句酌。8天，3次全体会议；6章、29
条的党章等文件，逐条起草、讨论、
修改，最后表决、通过。

1927年底，宁波。
白色恐怖蔓延，黑色子夜深沉。
由于工作关系，有个叫张人亚

的中共党员接触并保管了一批党内
文件，中共二大的决议案也在其中。

他是一名清瘦的银匠，曾领导

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也曾手书心愿，
希望成为“一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
工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一晚，宁
波霞南村万籁俱寂，张人亚没打招呼
地推开家中大门。

“儿……”父亲张爵谦十分惊喜。
张人亚却单刀直入，将一大包文件交
给父亲，再三嘱咐他好好保管。

漏夜相逢，父子俩都没想到这是
此生最后一面。

儿子的托付怎么完成？张人亚的
侄子张时华回忆，张人亚闹革命，全村
都知道。祖父当时声称，张人亚在“四
一二”中身故。“在长山岗上搞了一个
坟，放了个空棺材，把这批东西放进去
了。”

墓碑上，张爵谦本想刻“张静
泉”——这是张人亚在入党改名前的
名字。为了稳妥，他删去“静”字，以

“泉张公墓”之名埋藏了儿子的秘密。
1932年底，瑞金。
5年前与父亲匆匆一别后，张人

亚辗转上海、芜湖，继续在地下进行共
产党工作。

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张人亚前往瑞金。

在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工农
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

长年的忘我工作，张人亚积劳
成疾。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
病故于从瑞金去长汀检查工作的途
中。此时，他只有34岁。

“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徒然
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
士”，1933年1月7日出版的《红色
中华》报上，一篇《追悼张人亚同志》
这样写道。

1951年，宁波到上海。
20多年没有二儿子的消息。

寻子，成了耄耋老人张爵谦的唯一
牵挂。

在报上登寻人启事、通过组织
关系去找……用尽一切办法，张爵
谦只想把空冢里的秘密亲手交还到
儿子手中。

百寻无果。
儿子是共产党员，他的东西应

该属于党！张爵谦把空坟里的所有

文件取出，交给上海有关部门。
这些文件纸页已变脆泛黄，那

是历史留下的厚重印记。
保存完好的《中国共产党第二

次全国大会决议案》，成为记录二大
的孤本文献；里面的中共第一部党
章，更是弥足珍贵。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品保管
部副主任王长流感慨，张人亚和他
的亲属都有着“使命重于生命”的担
当，“这样的赤子之心，使人感受到
信仰的力量。”

2005年，上海到瑞金。
交还文献后，张人亚的后人依然

未放弃找寻在革命中失踪的亲人。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

家人在网上一份《红色中华》剪报中
发现了张人亚的名字。

“对我们家族来讲是个很重要
的讯息。”张人亚的侄子张时才感
慨，几十年的寻找，终于确定了方
向——江西瑞金。

守护者送回了第一部党章，党
章也终于寻回它的守护者。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第一部中共党章的“沉浮”

向前，以美好生活为念

1946年5月，本是山花烂漫之
季，塔子山却宛如一片焦土。

塔子山位于四平东南部，居群
山之首，站在这里可俯瞰民主联军
四平东线全部阵地，其得失直接关
系四平的安危。为抢夺阵地，当时
国民党新6军使用全美械装备，对塔
子山进行了地毯覆盖式猛烈轰炸。

奉命坚守塔子山的是新四军3
师7旅19团，其前身是著名的叶挺
独立团，号称“铁军”，曾参与南昌起
义、井冈山会师、飞夺泸定桥、平型
关大捷。在塔子山，他们再次演绎
了激烈悲壮的一幕:子弹打光了，用
石头砸、用刺刀刺……在击退敌人
数十次冲锋后，伤亡已经过半。

“塔子山像是一个绞肉机，身边
的战友一个一个倒下了。”原广州军

区副政委单印章曾亲历了这场战
斗。2016年接受采访时，老人迟迟
不忍回首那段历史，因为想起那些
惨烈的牺牲场景，总是会落泪。

出征前，很多战士会穿上新军
装。谁也不知道这场仗打下来是
否还能活着回来。

时任新四军3师 7旅 20团 2
营副教导员魏凯江曾回忆，他与通
讯员依令撤离塔子山侧翼阵地时，
面对无处躲避的炮火，身负重伤的
通讯员挣开他的手，“别管我了，不
然咱俩都得死”。从此，通讯员成
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四战四平，东北民主联军在浴
血奋战下，最终掌控了战略要地四
平。

明知生死难测，为何偏向危中
行？

四平战役纪念馆战史研究室
主任张宇明说：“是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主张赢得了广大人民认可。
战士们多是普通农民出身，他们相
信共产党能带领大家走向美好生
活。这些将士们以此为精神支撑，
才会不惧死亡。”

英雄，从未被遗忘

在四平战役纪念馆工作，张宇
明目睹过很多感人瞬间，让她深感
这座城市的温度。

2018年纪念四平解放70周
年活动上，耄耋之年的老战士刘雨
亭从广西河池赶来。由于年事已
高，无法乘坐飞机，老人辗转4天
才来到四平。如此周折，只为再看
一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并将他参
与四平战役时穿过的军装捐赠给

纪念馆。
展厅中，刘雨亭找到战友的照

片。他不顾劝阻，从轮椅上颤抖地
站起来，挺直腰板，敬了一个标准
的军礼。

“那时大家说好，谁能活下来，
就替别人铭记这段战争岁月，好好
活下去。”他说。

还有一位中年人，他只身来到
纪念馆，在照片前不停寻找。后
来，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处。

良久，他弯下腰，轻轻和一张
照片贴了贴脸。原来照片上的烈
士是他未曾谋面的父亲，父亲离家
赶赴东北时，他尚未出生。他懂事
后才知父亲已经牺牲了……

英雄从未被遗忘。
四平战役纪念馆里，多年来，

人们前来参观、缅怀先烈，这里年
接待观众35万余人次。

从小在英雄事迹的熏陶下长
大，张宇明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
在四平战役纪念馆从事四平战役
史研究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历史需要被人铭记，我愿意
成为传承者。”她说。

重生，老工业基地换新颜

烈士纪念塔、英雄广场、仁兴
街……70多年转瞬即逝，四平的
大街小巷，仍保留着那段热血记
忆。

四平市中心，一座横跨京哈铁
路的天桥记载着惨烈的四平攻坚
战。如今，它的一侧是充满文化底
蕴的老城区，另一侧是见证城市发
展的新城区。

战争年代，子弟兵为人民奉献

生命。和平年代，英雄城依旧为人
民谋福祉而不懈努力。

第一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第
一辆四平牌大客车、第一台专用汽
车……新中国成立后，四平创造了
一个个奇迹，有力支援国家建设，
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

四平还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
基地。全国产粮大县梨树县年粮
食产量超40亿斤，是全国粮食生
产五强县之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
重要后方。

在四平市康达农用机械有限
公司的厂房里，机器轰鸣，近百名
工人正加班加点生产免耕播种
机。“年产近8000台免耕播种机，
供应全国各地。”公司总经理杨铁
成说。四平市拥有一批有自主知
识产权和主打产品的农机生产制
造企业，年产值超20亿元。

近年来，四平市对2000年以
前建成的253个小区分区施策，推
进老旧小区改造。20世纪80年代
建成的铁东区喜庆社区曾日渐破
旧，很多居民有了搬家的想法。得
益于改造工程，2020年社区发生
了大变化，这里拥有了规划有序的
停车位、绿植环绕的绿化地和宽敞
明亮的楼道，百姓们的幸福指数大
为提高。

旧城改造、南北河治理、矿山
治理……“如今的四平，不仅越来
越美，市民获得感也越来越强。”家
住喜庆社区的李刚说，“我们要把
英雄的精神传承下去，为城市更美
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新华社长春2月22日电

吉林小城四平，在沈
阳、长春之间，京哈铁路沿
线上，它是连接东西南北铁
路和公路的交通枢纽。

因其所处位置，四平也
是扼东北咽喉之军事重
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
共产党在 1946 年 3 月至
1948年3月间与敌人四次
大战于四平，最终取得胜
利，四平也因此成了英雄
城。四平战役的胜利影响
了东北解放战争各阶段的
战局走向，为我党解放东北
赢得战机并奠定坚实基础。

前有战士流血，今有后
人秉持先烈之志砥砺奋进。

英雄之城从不缺热血。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记者
22日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渤海再
获大型油气发现——渤中13-2油
气田，探明地质储量亿吨级油气当
量，进一步夯实了我国海上油气资源
储量基础，对海上油气田稳产上产、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渤中13-2油气田位于渤海中
部海域。近年来，我国渤海获得了大
型凝析气田渤中19-6、亿吨级油田
垦利6-1等一系列重大油气发现。

我国渤海再获
亿吨级油气发现

2 月 22 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
以北的海滩，以色列士兵准备参与
沥青清理。

由于以色列西部地中海海岸线
遭到严重沥青污染，以色列政府21
日要求公众即日起避免前往海滩，
并动员数千人参与沥青清理。据

悉，本月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东地
中海泄漏至少1000吨沥青，这些沥
青现已被冲到以色列海岸线，从北
部靠近黎巴嫩的哈尼克拉角到南部
靠近加沙地带的阿什克隆，受污染
影响的海岸线长度超过160公里。

新华社/法新

严重沥青污染！以色列紧急关闭海滩

继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77-200型客机引擎故障后，日本
国土交通省21日晚要求全日空航
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暂停运营这
一机型。美联航当天也宣布，暂时
停飞这一机型（上图）。

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报道，全
日空航空公司有 19架波音 777-
200 型客机，日本航空公司有 13
架。这两家航空公司说，计划用其
他机型替代波音777-200型客机，
飞行计划不会受到影响。

美联航一架波音777-200型
客机20日起飞后不久右侧引擎故
障，迫使飞机紧急降落在科罗拉多
州丹佛国际机场，所幸没有人员伤
亡。飞机降落前，引擎在空中爆炸

起火，引擎爆炸后的残片落在丹佛
国际机场附近社区内。

美国联邦航空局事后发表声明
说，事故客机引擎为加拿大普拉
特 － 惠 特 尼 飞 机 公 司 生 产 的
PW4000型引擎，为波音777客机
专用。声明说，依据初步信息得出
结论，这一型号引擎独有的空心风
扇叶片的检查周期应缩短。

美联航当天宣布，“主动”暂时
停飞24架波音777客机，尽管它们
原已排入飞行计划。

路透社援引美国联邦航空局数
据报道，美联航是唯一一家使用波
音777-200型客机的美国航空公
司，日本和韩国也有航空公司使用
这一机型。 （新华社微特稿)

日美三家航企暂停波音777运营

新华社旧金山2月21日电 美
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77-
200客机20日从科罗拉多州首府
丹佛国际机场起飞后，飞机右发动
机外壳脱离爆炸起火。对此，波音
公司21日发表声明，建议暂停部分
波音777客机运营。

声明说，目前美国国家运输安
全委员会正在对事故进行调查，建
议在此期间搭载与美联航涉事飞机
同型号发动机（美国普惠公司生产

的 PW4000- 112 发 动 机）的波音
777客机暂停运营。目前有69架
搭载了这一型号发动机的波音客机
处于服役状态，另有59架处于库存
状态。

波音公司还表示支持日本航空
管理部门以及美国联邦航空局暂停
搭载同型号发动机的波音777飞机
运营的决定，并称其正在与监管机构
合作。波音公司同时指出，发动机检
查工作由生产厂商普惠公司进行。

波音公司建议：

暂停部分波音777客机运营

美国一名女子因接受双肺移植
而感染新冠病毒去世，是美国首例证
实经器官移植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
20日报道，这名女子患有慢性阻塞
性肺病，去年秋天在密歇根大学医院
接受双肺移植。器官捐赠者为美国
中西部一名女性，在车祸中因大脑严
重受损死亡。捐赠者之前未显示感
染新冠病毒症状，病毒检测结果为阴
性。然而，移植手术3天后，器官接
受者出现感染新冠病毒症状，肺采样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

尽管院方展开治疗，最后还用体
外膜肺氧合技术抢救，但依然无效，
患者在接受双肺移植61天后去世。

密歇根大学医院相关负责人丹
尼尔·考尔说，这是一个“不幸的病
例”。他说：“如果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呈阳性，我们绝对不会用这对肺。”考

尔与其他研究人员就此案例撰写报
告，刊载于最新一期《美国移植杂
志》。医院方面说，移植手术4天后，
一名处理捐赠器官并参与手术的医
生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为确定器官受赠者的感染源，
医生再次检测捐赠者样本。医生之
前保留了这名捐赠者肺灌洗液样
本，对样本进行的新冠病毒检测结
果为阳性。后来基因检测显示，确
诊医生和器官接受者均从器官捐赠
者处感染新冠病毒。移植手术团队
其他10名成员的病毒检测结果为阴
性。感染新冠病毒的医生已痊愈。

这是美国2020年近4万例器
官移植手术中唯一确认经器官移植
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研究人员呼
吁对肺捐赠者进行更全面的病毒检
测，认为应从鼻、咽和肺部深处等多
部位取样检测。 （新华社微特稿)

接受双肺移植感染新冠病毒
美国一女子在器官移植后去世

以色列官员21日说，以色列和
埃及方面同意建设一条海底天然气
管道，把以色列在地中海东部开发
的天然气输送到埃及北部，而后加
工成液化天然气出口到欧洲。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以色列官
员告诉法新社，埃及能源部长塔里
克·莫拉访问以色列时，与以色列能
源部长尤瓦尔·施泰尼茨商定这一
项目。这名官员说，这条管道将连
接以色列利维亚森气田和埃及北部
的液化天然气设施，“目的是增加向
欧洲的出口”。

利维亚森气田位于以色列港口

城市海法以西130公里处的海底，
2010年被发现，2019年投产，天然
气储量估计达5350亿立方米。

以色列自本世纪初以来在地中
海东部勘探发现大量天然气资源。
2018年11月，以色列宣布与塞浦
路斯、希腊和意大利共同建设一条
天然气管道，预期2025年建成。根
据设计，这条管道从以色列出发，途
经塞浦路斯、希腊后抵达意大利，将
把以塞两国所产天然气及希腊未来
可能生产的天然气输送至意大利，
进而出口至欧洲其他国家。

（新华社微特稿)

以色列和埃及将建海底天然气管道

英雄的热血从未冷却
——记炮火硝烟中奋起的英雄城吉林四平

遗失声明
珠海横琴小时光休闲精品客栈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钱盒信息技术咨询有
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中特卫士保安服务有限

公司朝阳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
2MA54HQW238；公章、财务专用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人人易（珠海）商贸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雅尚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报关章、报检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足城浴足按摩保
健中心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夏湾家有爱宠宠物用品

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2440400L67857669D，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粤C26164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404063000286，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紫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440400000405827，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证号440401070259130，遗
失公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粤C97455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40407600014409，声
明作废。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四平战役纪念馆展出的历史
文物（2月19日摄）。 新华社发

四平战役纪念馆内景（2月19日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