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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生再牵你的手
——忆黑土地上的播“火”者马骏

一尘不染的长袍，油亮整齐的
头发，浓密的胡须掩盖不住坚毅的
面庞，这是马丽颖脑海中祖父马骏
永远的青春形象。

他有至真至纯的深情和忠诚；
他有烈火般燃烧的执着和激

情；
他，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

第一位共产党员；
他一生都在为救亡图存奔走呼

号；
他英勇就义时年仅 33 岁。
65 岁的马丽颖，一生都在收集

祖父的各种资料。许多的故事，把
我们的思绪拉回到百年前，去见证
这位共产党员风华正茂的青春。

我要牵着你的手
马骏出生在吉林宁安（今黑龙

江省宁安市）一个回族家庭。他热
爱读书，关心国家大事，父亲带回宣
传十月革命的俄文小册子，让马骏
逐步接触到新思想。他和杨秀蓉结
为夫妻后，不论走到哪，都紧紧牵着
杨秀蓉的手。

“奶奶常常讲起这件事。她说，
虽然难为情，但心里更多的是对爷
爷的信任和依赖。”马丽颖说。

不仅执意要牵手，就连杨秀蓉
这个名字，都是马骏起的。那时，许
多妇女随夫姓，杨秀蓉曾被唤作“马
杨氏”。

被新思想洗礼的马骏，看不惯
这样的习俗，不仅给妻子起了名字，
家里的女眷都被他重新拟了正式
的名字。“男女平等，我们要尊重女
性。”马骏说。

1922 年，马骏回到家乡，组建了
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宁安
党小组”，从事地下工作。夫妻聚少
离多，天津、北京、吉林……远赴各

地开展革命活动的马骏，常常是悄
无声息地离家、归来，如此往复。

即便是短暂的欢聚，也难掩这
位共产党员对孩子的爱。留着大胡
子的马骏，每次回来都要抱着孩子
亲昵好久，硬硬的胡茬总会惹哭孩
子。“奶奶和我讲，爷爷看见孩子，

‘死稀罕死稀罕’。”马丽颖温情地
说。

革命比生命更重要
1919 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至

天津，学生们立刻组织起来。正在
天津南开学校求学的马骏，凭借出
色的组织能力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
领导人。

正值“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
人罢市”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本来已
经同意罢市的天津商会，迫于政府
压力临时反悔。马骏听到这一消息，
迅速赶到商会，要求他们履行承诺。

会堂里，一位张姓商人接连质
问马骏：“马同学家在天津否？在天
津有财产否？在天津有家眷否？”
马骏均回答：“没有。”张姓商人又问：

“马同学家不在天津，在天津也没有
财产，可知道罢市给我们商人带来
的损失？”

听到如此挑衅之言，马骏反问
张姓商人：生命和财产哪个重要？
张姓商人回答：当然是生命。马骏
激昂地说：“马骏在天津既无家眷也
无财产，但有生命在此。今天我就
用我的一条命换你的财产！”

言罢，马骏一头撞向室内的一
个大木柱，当场头破血流，晕死过
去。在场的商人们大惊失色，深受
感动，会长当即表示立即恢复罢市。
天津的革命运动掀起新的高潮。

别管我，让我和他们“骨碌”
1927 年，白色恐怖笼罩大江南

北，中共北方区组织被严重破坏。
正在莫斯科学习的马骏奉调回到北
京，负责恢复党组织工作。当年 12
月，由于叛徒出卖，马骏不幸被捕。
消息被秘密传到宁安，杨秀蓉带着
刚满 3 岁的小女儿，当掉所有家当，
急匆匆赶往北京。

正是寒风刺骨的时节，北京一
个胡同外，一位女子用尽全身力气，
把一个小女孩托举到高高的铁窗
前。“看得到吗？”杨秀蓉在外面喊。

“看得到。”阴暗的监牢传来马骏嘶
哑的声音，却难掩开心。

“下回你申请特殊接见，这样咱
俩就能在屋里见面，我也能抱抱孩
子。”马骏隔着一道墙和杨秀蓉大声
说。

第二次探监，马骏如愿以偿。
短暂的团聚，让阴冷的监牢里多了
些温暖，马骏抱着孩子亲了又亲。
当杨秀蓉提出用钱“疏通”把马骏
赎出去时，可没想到，这一提议被他
严词拒绝。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们今后能过上好日子。”马骏说，“你
要好好教育孩子，不要乱花钱，别管
我，让我和他们‘骨碌’（纠缠的意
思）。”句句叮嘱，在杨秀蓉听来，却
是锥心之痛。她知道，这一别，也许
就是永远。

1928 年 2 月 15 日，马骏英勇就
义。被押赴刑场的路上，马骏还在
用洪钟一样的声音不停高喊：“中国
共产党万岁！”长长的胡须随风飘
舞，他正义凛然，面无惧色。

“爷爷的一生是短暂而光辉的一
生，为了人民，他不惜牺牲生命。”马
丽颖说，“他的精神，我们会一直传
承下去，勇敢前进！”    （新华社长春
1 月 25 日电  记者  段续  徐子恒）

星火，在这里初燃
距离中共一大会址大约 1 公里

的地方，就是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
100 弄 2 号，墙上铭牌显示“中国共
产党发起组成立地”和“《新青年》
编辑部旧址”。这里记载着诸多跨
越百年的红色记忆，如今，经常有很
多人来参观这栋石库门建筑。

100 多年前，这里是法租界老
渔阳里 2 号。1920 年，陈独秀等在
此办公，中共上海发起组在此成立。

《新青年》编辑部里，进步青年热烈
讨论，探索救国方向。这个普通的
弄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
播中心，还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
去探究中国革命道路。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
说，从渔阳里“星火初燃”，到中共一
大召开，我们党已经初步具备了一
个现代政党的基本要素和成立的逻
辑过程。

在老渔阳里 2 号，陈独秀校对
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
个中文全译本。1920 年 8 月，这本

影响中国历史的小册子正式出版。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
物就是共产主义……”一百多年来，
小册子中的真理养分滋养着中国大
地，不断结出甘甜果实。目前，首版
红色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在全国
仅发现 12 本，上海存有 5 本。

距渔阳里约 2 公里，名为“辅德
里”的老石库门建筑是中共二大会
址纪念馆所在地。它还有一个“身
份”，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寓所，
并且党领导的人民出版社、平民女
校等曾在此办公，《共产党》月刊在
此编辑，首部党章在此诞生……党
的事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如今，中共一大会址正在修缮，
中共一大纪念馆正加快建设，中共
二大会址纪念馆也加紧提升内部陈
列，这些场馆都将在今年“七一”前
以新面貌开放，讲述红色历史。

“漫步上海的大街小巷，有许多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第一’。”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

刚说，这座城市为中国共产党诞生
提供了现代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
运动的各种条件，是初心之地、光荣
之城。

根据上海市最新复核统计，上
海现存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49 年
上海解放这段时期内的各类红色资
源 612 处，包括旧址、遗址 497 处，
纪念设施 115 处。

繁华热闹的街道中，这些红色
地标静静矗立，记录了百年前进步
青年的思考和呐喊，也见证着当下
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复旦大学《共产
党宣言》展示馆，一支名为“星火”
的党员志愿服务队在讲解宣言故
事、实践宣言精神；2019 年起，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推出“话说一大：听
00 后讲建党故事”中小学生研学活
动，让“小小少年”用稚嫩童音讲述
他们学习到的建党小故事……

在上海，红色历史“走出”老建
筑，融入城市日常。    （新华社上海
1 月 19 日电  记者  郭敬丹  许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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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出“水窝子”，过上好日子
——黄河滩区移民生活一瞥

从 2016 年开始，王学芹家每年多了一个重
要的庆祝日。“祝咱家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近日，老王一家 9 口第一次齐聚一堂，举起酒杯，
庆祝搬迁第六年。

“搬迁年”，成了老王家的特色纪年法。
2016 年秋收结束，王学芹家从黄河边的破瓦

房，搬进了封丘县李庄镇移民社区的电梯楼，成
为河南省第一批黄河滩区搬迁户。从那以后，每
年全家人团聚的第一顿饭，都成了王家人固定的

“庆祝宴”。
“搬新家，迎新生，比过年还有意义！”王学

芹高兴地说。
奔腾不羁的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也在黄淮

大地上撕裂出一道道伤口。频繁改道，将上百万
群众卷入滩区，他们在洪水和泥淖中挣扎了百
年。王学芹一家就是其中之一。

“以前的老家距离黄河 100 米，每年涨水都害
怕，那个呼啸声能把你淹没。”王学芹回忆，小时
候，每年汛期前，父母都把粮食、衣物打包好，一
旦黄河发水，全家老小就背着包袱往高处跑。“几
乎年年发大水，庄稼三年两淹，吃粮全靠国家救
济。”

为了让滩区群众搬出“水窝子”，过上好日
子，河南从 2015 年开始试点黄河滩区移民迁建，
结合脱贫攻坚，2017 年河南制定了黄河滩区居民
三年迁建规划，计划到 2020 年实现对地势低洼、
险情突出的 24.32 万群众整村外迁安置。

根据滩区居民迁建政策，王学芹家几乎没有
额外付款，用自家上世纪 80 年代修建的老房子，
置换了这套 120 平方米的新房。从滩区搬到了
乡镇，一家祖孙三代过上了新生活。

“新房子宽敞明亮，新小区干净整洁，社区里
的医院、银行、学校、市场可齐全了。”王学芹说。

搬迁后，王学芹的女儿王辉结束四处漂泊打
工的日子，回到李庄镇，在商业街开了一家蛋糕
房。因为周边滩区迁建，群众生活集中，李庄镇
越来越繁华。“守着父母守着孩子，真的挺幸福
的。刚开业的时候镇上只有 1 家，现在已经有了
9 家蛋糕房。”王辉说。

不仅像王辉一样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越
来越多的乡贤也带着项目回到了家乡，带领乡亲
脱贫致富。在外打拼多年拥有两家服装加工厂
的张桂梅，回乡创办了新星制衣厂。“因为我们
老家搬迁了，很多搬迁户要就业，我就回来了，想
要带着家乡人共同致富。”张桂梅表示。

如今，李庄镇的工业园区已经引进了亿德
隆、车易捷等汽车零部件加工企业和新星制衣、
爱贝服饰加工等 9 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可吸纳就
业人员 3000 多人。

夜幕降临，老王家温暖如春，一家人吃着饺
子、聊着天，其乐融融。记者了解，黄河两岸，濮
阳、中牟等地最后一批滩区迁建移民正在忙碌
着为搬家收尾，准备在新房里开启生活“新纪
元”。 （新华社郑州 1 月 22 日电  记者  杨琳）

广告
广告

（上接第一版）
过去一年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重大成果，主要体

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中高高飘扬。二是紧紧围
绕“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
加强党的领导和监督，深化政治巡视，完善党和国家监
督体系，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深化运用“四种形态”，
围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打好三大攻坚战、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等重大决策部署加
强监督检查。三是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作
风攻坚促进脱贫攻坚，严肃查处验收达标中弄虚作假的
问题，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继续整治享乐主义、奢靡
之风，坚决纠治餐饮浪费行为。四是深刻把握反腐败斗
争新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查处
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分子，聚焦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
织的腐败案件，严肃查处对党不忠诚、阳奉阴违的两面
人，对政法系统腐败严惩不贷，对扶贫、民生领域腐败和
涉黑涉恶“保护伞”一查到底。五是增强党组织政治功
能和组织功能，完善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
从严管理制度，在斗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在火线发展
优秀分子入党。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取得的成绩是满意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清
醒看到，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仍然存在，存量还
未清底，增量仍有发生。腐蚀和反腐蚀斗争长期存在，
稍有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反腐败没有选择，必须知难
而进。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永远在
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
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生机活力，必须一刻不停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级领导干部特别
是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
觉，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以系统施治、标本兼
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
期率，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
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胸怀千秋伟业，恰是
百年风华。开局“十四五”、开启新征程，深入贯彻全面
从严治党方针，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永葆初
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我们就一定能夺取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新华社北京 1
月 23 日电）

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

（上接第一版）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布小林强调，我们要自觉担负起维护国家统一、民
族团结的更大责任，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
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族群
众心中深深扎根。

布小林说，新的征程已经开启，唯有奋斗才能赢得
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继往开来，接续奋斗，实现“十四五”良好
开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永不
懈怠、一往无前，奋力书写内蒙古发展新篇章！

根据会议议程，大会审查了《内蒙古自治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草案》《内蒙古自治区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报告》《内蒙古自治区 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廉素作了关于《内蒙古自
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草案）》的说明，大会主席
团常务主席廉素作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的说明。

在自治区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出席自治区政
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全体委员列席了本次全体会议。
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负责同志通过远程
视频列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