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健委：

全国3.8万余名
医务人员驰援上海

值班编委 蔡报文 值班主任 朱彤 责编 杨桦 美编 张一凡 校对 韦驰 组版 徐益忠 社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 邮编：519002 市场零售价：1.5元 服务热线：2611111 珠海传媒印务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承印 广告经营许可证：4404004000005

2022年4月
农历壬寅年三月初五 星期二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4-0030

今日4版 第12523期5
中共珠海市委主管、主办 珠海特区报社出版

ZHUHAI SPECIAL ZONE DAILY

和风送暖，万里春晖，又是清明时。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里，松柏苍翠，鸟

语啁啾。墓园中，123座战斗英雄的墓碑默
默矗立；地宫里，825具志愿军烈士遗骸英灵
长眠；英名墙上，19万余位烈士的名字不动
如山，这一切，如列队整肃的方阵。

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一个个名字
耳熟能详；21岁、28岁、26岁……一个个青春
的生命令人感慨万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沈阳抗美援朝烈
士陵园4月2日发布公告，今年清明节陵园暂
停开放，改为代祭和线上祭扫。本轮疫情发
生前，我们寻访和感受春天里，人们以各种形
式向英雄致敬的点滴。

70多年前，硝烟和战火，把英雄定格在
青春的时代；

70多年后，鲜花与礼敬，让我们记取这
青春的方阵！

致敬，青春的方阵

“三爸，我来看您了……”不久前，黄继光
烈士的侄子黄拥军从四川中江辗转来到沈阳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为他扫墓。

在23.5米高的志愿军烈士纪念碑前，黄
拥军鞠了三个躬。灰白色的碑体上，董必武
题写的“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几个大
字在太阳下泛着光辉。碑顶，铜铸的中朝两
国国旗下，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手握钢
枪傲然挺立。

青春的方阵里有123位战斗英雄。“三
爸，您牺牲70年了，但我们一直想念您。”黄
拥军手捧家乡的白酒敬献到黄继光烈士的墓

碑前。擦了擦眼角的泪水，他跪在地上磕了
三个头。

起身后，他仔细地擦拭着墓碑，像抚摸亲
人的面庞。“三爸牺牲的时候才21岁，还没有
成家……”

“陵园里安葬的123位战斗英雄，大部分
是二三十岁的青年。”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主任肖淑芬说，陵园始建于1951年4月，烈
士们的遗体大多是1951年5月至1955年年
底从朝鲜战场上运送到沈阳的。

每座墓碑下，都埋着一个英雄的故事。
青春的方阵里有825位“晚归人”。清明

节前，在陵园纪念广场上，47岁的福建人吴
玉成在供桌上摆上一包家乡的青橄榄。“伯
父，爸爸年纪大了，走不动，我替他来看您，这
是老家的青橄榄，您尝尝……”

吴玉成的伯父吴雄奎在朝鲜战场牺牲时
才19岁。2020年，他的遗骸从韩国迎回，经
有关部门组织DNA信息比对，2021年和弟
弟吴奎俤、侄子吴玉成认亲成功。他生前唯
一的2寸黑白照片上，吴雄奎瘦小的身躯穿
着宽大的军装，脸庞稚嫩。

从2014年至2021年，中韩双方已连续8
年共成功交接825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
每一次交接，国家都举行隆重的仪式，迎接青
年将士们归来。

晚归的孩子，终于回家。
青春的方阵，是一面刻有19万余名烈士

姓名的英名墙。“哥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妹妹
想你啊……”八旬老人李曼泪流满面，蹒跚着
走过高3米、长约200米的黑色大理石筑成
的烈士英名墙，手指抚摸过每一个“李”姓烈

士的名字，仔细寻找着哥哥。
李征明1952年出国作战，1953年6月牺

牲，年仅23岁，至今仍长眠在异国他乡。不
久前，满头白发的李曼跋涉千里，从安徽老家
到陵园“看望”哥哥，老人边哭边读写给哥哥
的家书：“你说要送我去女子中学、说要戴着
军功章回来见毛主席，说要孝敬父母，你的诺
言为何一个都没有兑现……”家书，无法抵
达；思念，一直都在。

青春的方阵，永不褪色；他们，永远年轻。

铭记，青春的力量

一群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吹响进军号，
高擎军旗，手持钢枪，奋不顾身地冲向前
方……陵园西侧，志愿军群雕再现的战争
场景引人深思：是什么力量，感召着这样一
个庞大的青年群体，义无反顾地跨过鸭绿
江？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在敌我力
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舍生忘死夺取伟大
的胜利？

青春的力量，源自保家卫国的使命感。
不久前，97岁的志愿军老战士王凤和在

家人的搀扶下，来到陵园，为牺牲在朝鲜的第
40军120师359团政委马顺天扫墓。献上一
束鲜花，和老政委聊了很长一会儿天，老兵立
正，向着墓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那时候出国作战，大伙就一个想法：新
中国刚刚成立，谁敢来欺负咱，绝不能答应！”
王凤和说。

青春的力量，源自民族尊严的责任感。
90岁的志愿军老兵李维波已经在陵园做了
十年义务讲解员。今年清明，陵园没有游客，

他就一个人为战友们扫墓，和他们说说话。
1950年10月，18岁的李维波从东北军

政大学提前毕业，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名
高射炮兵。两年多的战斗中，他始终坚守在
自己的炮位上。“我的身后就是祖国，我们退
一步，敌人就进一步，守住阵地，就是守住中
华民族的尊严和希望！”李维波说。

青春的力量，源自捍卫和平的正义感。
“今年有疫情，我们不能去沈阳看望父亲了，
家里人和陵园联系了，请工作人员代我们去
给父亲献花、祭扫，表达我们的思念之情。”志
愿军烈士王波的养子王援朝说。

陵园烈士纪念馆里，珍藏着王波烈士生
前留下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他出国作战
的初衷：没有别的，为全人类的解放、永久的
幸福生活，将我的全部精力，甚至生命贡献全
人类，以求实现伟大的理想。

青春的力量，澎湃激荡，壮烈而豪迈。

奋进，青春的中国

宁静的陵园里，工作人员认真擦拭着烈
士墓碑，为英雄献上鲜花，70多年来，这些守
护家国安宁的英灵，也被后人恒久地守护
着。清明节前，陵园在网络上发起“奋进·网
上祭英烈”活动，得到许多青年人热烈响应。
人们为烈士献花、上香，表达哀思：“山河已无
恙，英烈请安息”“缅怀英烈事迹，奋进伟大征
程”……

金戈铁马远去，壮志初心未改。新时代
的青年人，手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接力棒，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上奋力奔跑。 （下转02版）

青春的方阵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扫记

本报讯 记者佘映薇报道：为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影响，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
4月2日，香洲区出台发放消费券工作方案，
将向全市居民和游客发放5000万元消费券，
大力扶持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零售、餐饮等行
业。活动预计于4月15日上线，4月22日发
放首期消费券约500万元。

根据工作方案，本次活动将从今年4月

持续至9月，平均每两周开展1期消费券派发
活动，每期活动发放消费券约500万元，预计
派券10期，共计派发5000万元。消费券包
括20元、60元、100元、200元四种类型，单笔
消费满100元，可使用一张20元消费券；单
笔消费满300元，可使用一张60元消费券；
单笔消费满500元，可使用一张100元消费
券；单笔消费满1000元，可使用一张200元

消费券。
消费券通过预约登记摇号派发。消费

者可使用“最珠海”APP进行预约登记（只需
预约登记一次，可多次参与摇号），由“最珠
海”APP在指定时间摇号，中奖号码以短信
领取码的形式发放至中奖者手机。获取短
信后，消费者在“最珠海”APP输入领取码，
消费券由用户自行选择发至用户本身的支

付平台账户。
记者了解到，消费券面向全市居民和游

客，消费者凭券直接到实体店使用，领券之日
起14天内有效。消费券适用于开通第三方
电子支付功能且在香洲区注册、纳统、纳税的
零售（包括超市、家电商场、加油站、书店、药
店等）、餐饮等行业重点法人企业及其分支机
构，以“最珠海”平台公布为准。

香洲区将发放5000万元消费券
面向全市居民游客 预计4月15日上线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清明节既是
一个扫墓祭祖的重要日子，也是人们亲近
自然、踏青赏春、享受天伦之乐的传统节
气，为了弘扬传统节日文化，缅怀革命先
烈，4月4日上午，湾仔街道湾仔社区党
委、居委会联合珠海市蓝海社会服务中心
在湾仔加林山开展清明绘本之旅活动，10
组亲子家庭及志愿者参加，并吸引踏青游
客与20位消防官兵共同参与。

大家首先来到湾仔风波山上的革命
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据记载，湾仔革
命烈士纪念碑建于1977年，是为了纪念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一营营长邓发等7
位同志为保卫沿海地区边防建设而英勇
牺牲的感人事迹。在革命烈士纪念碑
前，大家一起学习重温了革命烈士纪念
碑背后的故事，并为烈士们默哀悼念，献
花致敬。

在当天的踏青活动中，大家还观摩了
南湾消防救援站的演练行动，消防员叔叔
给孩子们介绍了消防工作，并向大家讲述
了消防英烈的故事，希望大家文明祭扫，
避免出现用火安全事故。孩子们还穿上
消防服，体验了一回当消防员的感受。

通过本次活动，亲子家庭成员既了
解到中国传统节日的来源及各种习俗，
又明白要珍惜革命先烈用生命为我们换
来的幸福生活，还了解到消防员工作的
辛苦，大家纷纷表示，这样的体验活动非
常有意义。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记者从国家卫健委获悉，
目前全国已有15个省份共计3.8万余名医务人员驰
援上海。此外，还调集了238万管/天的核酸检测力量
作为支援。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焦雅辉介绍，9个省
份派出1.1万余名医务人员承担方舱医院医疗队的任
务，4个省份派出2.3万余名医务人员承担核酸采样的
任务。另外，12个省份派出了实验室核酸检测队伍
将近4000人。

上海市4日开展全市范围内的核酸检测。为此，
国家卫健委从8个省份调派了108万管/天的核酸检
测力量支援上海，并协调了上海周边4个省份，可承接
130万管/天的核酸检测样本。

新华社澳门4月4日电 今年4月15日是我国第
七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澳门特区政府与中央人
民政府驻澳门特区联络办公室将继续联合举办“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展”。展期由4月15日至5月15日，展
览地点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
会议厅。

本次展览内容主要分为六个部分，重点展示在总
体国家安全观的引领下，国家统筹发展与安全，沉着
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推动新时代国家安全取得
一系列伟大成就；以及特区政府为维护国家安全、推
进“一国两制”稳步向前的各项举措和成果。展览旨
在让广大市民回顾过去一年来国家和澳门的发展历
程，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
责任，齐心协力巩固“爱国者治澳”的良好局面。

展览开幕当天还将举行国家安全主题征文比赛
颁奖仪式，部分得奖作品也将在本次展览上展出。这
一由特区政府与澳门中联办举办的赛事，以“我心中
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题，面向澳门高等院校及中学
学生广泛征集参赛文章。各学校大力支持，积极响
应，近万名学生踊跃投稿，生动展现了澳门年轻一代
强烈的国家安全意识和深厚的爱国爱澳情怀。

澳门将办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展

本报讯 记者许晖报道：清明节假期，珠海
市志愿服务君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分队、圆
明新园分队分别在北山村、圆明新园开展“文
明旅游、保护文物古迹”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
动，宣传文明旅游、提倡文明祭祀，让广大市民

游客度过一个平安文明的清明假期。
4月4日9时，珠海市志愿服务君悦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分队组织27名初中、高中学生志
愿者，由家长陪同，在北山大院为市民游客提
供文明旅游志愿服务。记者在现场看到，北山
村有众多古建筑，志愿者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
提下，向市民游客及周边商铺分发珠海文明旅
游手册，并提醒市民游客做好疫情防控、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此外，志愿者还劝导游客
不要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要攀爬触摸文物。

清明假期既是缅怀亲人的日子，也是踏
青赏花的好时节，圆明新园是市民游客喜欢
前往赏春的景区，该景区始终坚持做好防疫
工作。圆明新园广场设置了扫码排队检测入
园文明旅游志愿者服务岗，在景区入口处，多
名身穿“红马甲”的旅游志愿者耐心地为游客
讲解游览圆明新园网上预约操作步骤，检查
粤康码。每一位志愿者在做好防疫服务工作
的同时，向旅客宣传文明旅游，倡导市民在清
明假期文明祭祀、平安出游。

不乱涂乱刻 不攀爬触摸

志愿者劝导游客文明出游爱护古迹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4月4日清晨，走进高州

市曹江镇珊阁村，脱贫户邓世琼正在地里采摘水果玉
米。田野间春意盎然，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清香，沉甸
甸的玉米棒白如凝脂在绿叶的掩映中随风摇曳煞是
喜人。

“这是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给我们引进的玉米新
品种，叫‘珠玉甜1号’，听说是珠海市现代农业发展中
心自行选育的，苞较大，子实柔嫩，富含水溶性多糖、
维生素和蛋白质等，可直接生吃，就像水果一样。这
种玉米生长速度快、抗病虫害能力强，一年可以种三
造，无论口感、外观还是营养价值都要优于普通玉
米。”邓世琼随手掰开一个水果玉米咬了一口，顿时清
香的汁液溢满齿颊。

去年底，邓世琼试种了1亩地，亩产量在3500斤
左右，按照现在一斤3元地头收购价格计算，亩产值超
过1万元。“刚开始，我和其他农户一样，也是抱着试种
的想法，现在有了真真切切的收入，我打算再种两造，
赚了钱年底把房子好好翻新一下。”邓世琼信心满满。

“这水果玉米真是好吃得不得了。皮薄、汁多、味
甜、质嫩、爽脆……简直是遭遇了一场味蕾的盛宴！”
从深圳回乡扫墓的乡贤胡东旺和家人一边挑选水果
玉米一边吃个不停。

“珊阁村水果玉米现在抖音上火得很，玉米也能
生吃？我是半信半疑过来的，但刚尝过，味道特别好，
我买了100多斤，准备送给亲朋好友分享！”从高州市
区驱车前来购买水果玉米的张先生开心地说道。

自去年以来，珠海驻高州市曹江镇乡村振兴帮扶
工作队按照“坚持党建引领、强化产业支撑、推进乡村
振兴”的发展思路，以农业高质高效为目标，积极调整
当地农业产业结构，依托华南农业大学、省农科院及
当地农业农村局等职能部门，建立起多个科研成果转
化示范种养基地，引进新品种和先进技术，做大做活
做优做强农业优势产业，让“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山区
镇焕发了新生机，实现村户致富增收。目前，曹江镇
发展特色产业3万余亩。

“农民要富裕富足，产业发展是关键。我们曹江
镇将继续在做活做强优势产业上做文章，把全镇荔
枝、龙眼、香蕉、淮山薯产业逐步向科学化种植、规模
化发展、产业化经营模式转变，做大优势，做强品
牌。”曹江镇委副书记、珠海驻曹江帮扶工作队队长
阮传孟说，“接下来，曹江镇将以打造包括研发、种
植、加工、储运、销售、品牌、文化全产业链为抓手，聚
焦建设特色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延伸农业产业新链
条，把农产品变成商品，助力农民增产增收、农业提
质增效。”

珠海帮扶工作队引进新品种

让山区产业焕发活力

超甜“水果玉米”
曹江镇上市

湾仔亲子家庭开展绘本之旅活动

缅怀先烈
寄托哀思

清明节，是一个怀念和感恩的日子。我们怀念先
人，感恩他们将生命的火种传递给我们；我们怀念先贤，
感恩他们以生命为灯火；我们怀念先烈，感恩他们将生
命迸发为能量，冲破进步之路上的艰难险阻。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中华
民族是高度注重传统和传承的民族。我们注重传统，是
要充分认识到传统的分量，肩负起传承的责任，让古老
的传统在现代发扬光大。

从草昧初辟的年代直到激情燃烧的现在，“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的理念早已
植入中华民族的根脉。如今，守护根脉的责任又落到了
我们身上。

守护根脉，我们要守护好大好河山，要贯彻好“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天更蓝、山更青、水更
绿。守护根脉，我们也要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让先秦
风骚、大汉歌赋、唐诗宋词元曲等更加鲜活。守护根脉，
我们还要经营好自己的家庭，让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良
性发展，营造良好家风。守护根脉，我们更要坚持以民
为本，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为树立文化自信营造更为丰实的土壤。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是对父母的责任，
“追远”是对先人的责任，有了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们这个民族才会涌现出一代代的民族脊梁，从而历经
五千年风雨，生生不息。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天清气明，守护民族的根脉

4月4日，珠海市旅游志愿者在北山进行文明旅游宣传。 本报记者 朱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