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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邓瑞璇

  广州市越秀南路东园横路 3 号，
一座红色的小楼静静矗立在高楼间。
　　这里曾经是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
准的花园别墅。96 年前，为支援上海
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一场轰轰烈
烈的罢工运动席卷广州和香港两地，
它的领导机构——— 省港罢工委员会就
驻扎在这里。
　　 1925 年 6 月，五卅惨案后，中共
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
指派邓中夏、苏兆征等 5 人组成党
团，到香港组织罢工。6 月中旬，中共
广东区委又指定冯菊坡、陈延年等 6
人组成党团，负责发动广州洋务工人
罢工和组织接待香港罢工工人。
　　 6 月 19 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
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
响应。罢工工人不顾英帝国主义者的
阻挠和威胁，回到广东各地。广州沙基
惨案的发生，更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的
民族义愤，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
　　“省港工人运动是一家，两地工人
互动联系一直非常密切。”省港大罢工
纪念馆副研究员冯惠说。
　　为有效地领导罢工，中华全国总
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成立省港罢工工
人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作为罢工
的最高议事机关和最高执行机关。
　　这场大罢工持续了 16 个月，参
与人数达到 25 万人。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省港工人团结一致，积极参
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为广
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作出重要的贡
献，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波澜壮阔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之初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
重要实践。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组

织之严密，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
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
　　如今，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之
上，已建立起了省港大罢工纪念馆。
它见证着更多的工人加入中国共产
党的队伍，成为党最坚实可靠的阶级
基础；见证着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
成为凝聚人心、擎起反帝民族解放斗
争旗帜的伟大政党；见证着党的领导
下，包含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地区走
向解放和发展的“红色足迹”。
　　 1941 年 12 月，日军侵占香港。
大批知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

和国际友人被困，面临日寇搜捕，处境
危险。紧急关头，在中共中央和中央
南方局领导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
队等通力合作，组织营救。
　　这场空前的秘密大营救历时 6
个多月，通过海路和陆路两条秘密交
通线，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茅盾、
邹韬奋……许多著名文化界人士和爱
国民主人士得以安全撤离。
　　最终从港九地区营救出文化界人
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共 300 多人，连同
其他方面人士共 800 多人，还接应了

2000 多名到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
年。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
抢救工作”，夏衍感慨“这是真正的肝
胆相照，生死与共”。
　　珠江水浩浩荡荡，奔流汇入伶仃
洋。曾见证国家民族百年沉浮的大珠
三角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又书写了社
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1980 年，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
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成立，“春天的故
事”在这里唱响。
　　深圳市乐安居商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庆杰还记得，每天一大早骑车到

30 公里外的蛇口码头进货，再骑回罗
湖贩卖的场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罗湖遍地都是可以做的生意。”他说。
　　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与港澳
联系愈发密切，大珠三角地区开始成
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和贸易重镇。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开启
了大湾区建设这一国家战略。世界级
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
路”建设重要支撑、宜居宜业宜游的优
质生活圈……新的时代胜景在这里
展现。

　　“举全省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推动广
州、深圳‘双城’联动，充分激发‘双
区’建设的整体效应、集聚效应、协
同 效 应、战 略 效 应、辐 射 引 领 效
应。”2021 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
报告如是说。
　　从“省港”到“湾区”，近百年来，
大珠三角的一枚枚“红色足迹”，见
证了中国共产党引领全国人民走向
繁荣富强的奋斗历程，伴奏着中华
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动人足音。
   新华社广州 1 月 26 日电

从“省港”到“湾区”：大珠三角百年红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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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了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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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杨琳）新华社郑州电

黄河滩区移民告别“水窝子”

　　冬日暖阳下，技术工钟华魁在新
家门口的工地上劳作着。和沙子、搅
水泥，样样精通。
　　“干一天能挣个 400 多元，好
啊！”钟华魁说。
　　这里是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黄
花滩生态移民区 12 个移民新村之
一——— 富民新村，也是钟华魁新生活
开始的地方。
　　“山像和尚头，十年九不收”是钟
华魁 2018 年以前生存地的写照。古
浪县位于祁连山北麓、腾格里沙漠南
缘。山区里土地贫瘠，条件恶劣。家住
山区的他过日子只能“看老天爷脸
色”，靠着坡地里的小麦、土豆等传统
农作物勉强糊口。加上务工收入，家里
4 口人年收入也仅 1 万元出头。
　　钟华魁不断与贫困斗争，但贫困
山区里没技术也没条件，这好日子到
底在哪里？
　　搬！要出去！
　　自 2012 年以来，当地政府将南
部贫困山区数十个行政村通过实施易
地扶贫搬迁，整乡整村 1.53 万户、共
6.24 万人搬迁至黄花滩生态移民区。
　　 2018 年，钟华魁搬入新家，移民

区里道路四通八达，配套设施一应俱
全。最主要的是，政府在这里扶持搬迁
群众搞产业，“断穷根”。
　　记者了解到，当地政府大力扶持
搬迁群众，发展以日光温室精细果蔬
为主的现代丝路寒旱农业，以牛羊鸡
鸽为主的舍饲养殖产业，以秀珍菇、羊
肚菌为主的食用菌产业，以枸杞为主
的特色林果业。
　　钟华魁搞起了日光温室和肉羊养
殖。去年年底，钟华魁把自己养的 300
只羊销售一空，总收入超过 50 万元，
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黄花滩生态移民区过去只是一片
大漠，如今随着“新移民”的迁入，一条
条大路通向远方，一个个产业孕育希望。
　　这一切，是甘肃脱贫攻坚成果的
缩影。
　　甘肃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
道，环境多样，一省之内，雪山与碧峰
比肩，大漠与茂林毗邻。但这里一直是

“苦甲天下”之地，2012 年全省有贫
困人口 596 万，占全省农村人口近
40% ，86 个县中有 58 个被国家纳入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全国脱贫攻坚
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

　　脱贫攻坚是甘肃群众命运的转折
点。甘肃通过精准帮扶、产业扶贫、易地
扶贫搬迁、协作帮扶等举措，让百姓过上
了好日子，把贫困“一脚踢开”。
　　 2020 年，甘肃 75 个贫困县全部退
出贫困县序列，涉藏州县整体脱贫。“两
不愁三保障”存在的突出问题已经得到
有效解决，拓展了农民群众、尤其是建
档立卡贫困群众的增收渠道。
　　其中，属于“三区三州”地区的临夏
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
自治县，以及 18 个省定深度贫困县累计
减贫 161.34 万人，“十三五”期间 49.9 万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搬进新居。
　　同时，甘肃省不断夯实发展根基，
为未来做足准备。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
来，村组道路硬化里程 6.55 万公里，农
村电网供电可靠率达到 99.8%，行政村
光纤宽带和 4G 网络覆盖率均超 99%，
建成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900 个、乡
村旅游示范村 225 个。
　　春节将至，钟华魁做了两个决定，
一是早点准备年货，过个好年；二是扩
大养殖产业，让日子过得更好，“新年新
气象，继续加油干”。  
 （记者崔翰超、王博）新华社兰州电

  大图：这是 2020 年 9 月 12 日拍摄的港珠澳大桥（无人
机全景照片）。       新华社记者陈晔华摄

  小图（左）：位于广州越秀南路东园横路 3 号的省港罢工委
员会旧址（1 月 21 日摄）。    新华社发（林晓蕾摄）

小图（右）：这是罢工工人凭证（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苦甲之地打了一场“翻身仗”

新华社记者段续、徐子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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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海报制作 赵禹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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