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全国代印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金华、宁波、福州、南京、济南、武汉、西安、成都、郑州、哈尔滨、长沙、贵阳、广州、南昌、重庆、合肥、兰州、银川、昆明、南宁、沈阳、长春、太原、石家庄、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海口、拉萨、西宁、青岛、喀什、无锡、徐州、台州

4 2021 年 4 月 16 日 星期五

　　这是一支派克钢笔，质地为赛璐珞，长 13.5 厘米。
　　这支看似不太起眼的钢笔，是国家一级文物，曾在中国
革命史上书写下不平凡的一笔。
　　这支派克钢笔收藏在平津战役纪念馆，它的主人是东
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
　　“平津战役期间，苏静就是用这支钢笔做谈判记录，整
理谈判纪要，起草和平协议。”平津战役纪念馆宣教部主任
祁雅楠说。
　　平津战役是三大战役中最后一个战役，1948 年 11 月
29 日至 1949 年 1 月 31 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华北
军区部队、地方部队百万余人，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张家口
500 余公里的战线上，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展开战略性
决战。
　　 1948 年 12 月，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中共北平
地下组织的策动与争取、北平广大群众各界进步人士强烈
要求与敦促下，傅作义派崔载之等人秘密出城谈判。
　　苏静负责接待了他们，但双方条件相差甚远，谈判
无果。
　　随后，人民解放军迅速解决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傅作
义迫于形势压力，于 1949 年 1 月 6 日派周北峰为代表赴蓟
县八里庄进行第二次谈判。这次谈判形成了会谈纪要，但是
傅作义仍存幻想。
　　 1 月 13 日，傅作义派邓宝珊和周北峰作为全权代表，
来到河北省通县西五里桥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三次
谈判。
　　 1 月 15 日，人民解放军只用 29 个小时解放天津。
　　“天津解放，使北平守军陷入绝境，傅作义彻底失去了
谈判筹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放弃了讨价还价的最后
幻想。”祁雅楠说。
　　 1 月 16 日，双方签署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协议。
　　傅作义希望人民解放军派出代表进城，以便进一步协
商联络，平津前线首长当即决定苏静为代表，随同邓宝珊一
同进城。
　　 1 月 18 日，傅作义同王克俊、阎又文，在崔载之陪同
下，来到苏静下榻处表示欢迎。
　　寒暄之后，傅作义提议，依据城外达成的初步协议，“再
商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和平解决的具体方案。”
　　 1 月 19 日，苏静与王克俊、崔载之、阎又文等人根据此
前的初步协议开展磋商，提出一条，研究一条，意见一致后
就写上一条，使协议逐条具体化。草稿拟定后，苏静电告平
津前委，转报中央军委，修改后返回来，遂成正式协议，即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协议的基本精神是：迅速结束战争，使人民渴望已久的
和平得以实现，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化古迹，使国家和人民
的物质财富不受损失。
　　 1949 年 1 月 21 日，苏静代表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
令部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北平和平
谈判就此画上圆满句号。
　　 1995 年 11 月 9 日，在平津战役纪念馆筹建过程中，苏
静将这支钢笔捐赠给纪念馆。
　　风霜雨雪 70 余载。这支钢笔并没有因岁月侵蚀而黯
淡，依然绽放着光彩。
　　“每当驻足凝视这支钢笔，就会让人想到中国共产党人
为和平解放北平、保护古都和人民的不懈努力，感受到中国
共产党人的不渝初心。”祁雅楠说。
 （记者刘元旭、邵香云、周润健）新华社天津 4 月 15 日电

一支钢笔 解放北平

　　巍巍英雄山，郁郁翠柏松。
　　在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南麓，一本被珍藏了七
十载的济南战役《烈士清册》，静静陈列在济南战役纪念馆。
　　历经半个多世纪，纸张有些发黄，但字迹依旧清晰，一
位位烈士的英名无声记录着解放战争时期的那场著名战
役，镌刻着先烈们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信仰的执著坚守。
　　 1948 年 9 月，为了解放济南，华东野战军将士冒着敌
人的枪林弹雨冲锋陷阵、英勇杀敌，5000 多名指战员英勇
捐躯，壮烈牺牲。
　　济南战役纪念馆陈列科副科长周光涛说，这是纪念馆
目前仅存的一本济南战役《烈士清册》，1950 年由济南市人
民政府编写，里面记载了 1948 年 9 月 16 日至 24 日济南战
役期间牺牲的 1000 多名烈士信息，包括烈士姓名、所属部
队、最初安葬地等。
　　在济南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历经八天八夜浴血奋战，全
歼国民党守军 10.4 万余人，取得济南战役的伟大胜利，由
此拉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序幕，成为夺取解放
战争全面胜利的重要突破。同时，我军也付出了伤亡 2.6 万
多人的代价，其中 5101 名烈士长眠在这片土地上。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始建于 1948 年 10 月，在庄严肃穆
的墓区，一座座烈士墓伫立在苍松翠柏间。目前，陵园共安
葬 1614 名革命烈士，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等 23 名
烈士也安葬于此。
　　周光涛说，战争年代受特殊环境条件的限制，很多烈士
牺牲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均不详，他们的亲属不知道亲人安
葬在何处，而这本《烈士清册》为后期核实烈士信息提供了
宝贵佐证，迄今已经帮助烈属找到 200 多名烈士的安葬地。
　　 2009 年 3 月 28 日，山东烟台海阳盘石镇大薛家村的
薛仁进一路打听来到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寻找其三叔薛占
梅。陵园工作人员仔细翻阅《烈士清册》上的每个名字，并对
照其他史料和烈士墓区平面图逐一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找到烈士薛占梅的墓地，帮助薛仁进圆了 60 多年的寻
亲梦。
　　据《烈士清册》记载，薛占梅为华野 13 纵 37 师 109 团
战士，在济南战役中牺牲，原安葬地位于济南商埠区四一
路。作为济南战役荣获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济南第二
团”，109 团全团 2400 多人，战役结束时仅剩 1200 余人。
　　传承英烈志，建功新时代。
　　这本《烈士清册》记载的烈士英名，每一个名字都如一
盏革命精神的明灯，引领后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记者王志）新华社济南 4 月 14 日电

烈士清册 英名常在

新华社记者曹国厂、高博

  这里是未来之城——— 雄安，“千年秀
林”郁郁葱葱，白洋淀碧波万顷，容东片区
近千栋楼房封顶，容西片区塔吊林立、工程
车辆穿梭繁忙，启动区建设如火如荼……
千年大计展宏图，万丈高楼平地起。
　　自 2017 年 4 月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
各方凝智聚力、不舍昼夜，雄安建设不断
前进。
　　如今，这座承载着千年大计的未来之
城，正全力落实“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
清楚楚后再开工建设”“精心推进，不留历
史遗憾”的要求，一个生机勃勃的未来之城
呼之欲出。

  一张白纸好作画，雄安主城

区是啥样？

　　雄安新区规划面积 1770 平方公里，
现有人口 120 多万人，开发强度低，其中
作为雄安主城区的起步区更像一张“白
纸”。
　　所谓一张白纸好作画，那么四年来，这
张“白纸”规划建设如何？
　　起步区，是雄安新区的主城区，规划面
积约 198 平方公里的，其中城市建设用地
约 100 平方公里，城市地上建设规模为 1
亿平方米左右，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规模预留一定弹性。
　　起步区内，38 平方公里的启动区，是
雄安新区率先建设区域，承担着首批北京
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落地、高端创新要素
集聚、高质量发展引领、新区雏形展现的
重任。
　　如今，启动区的地下管廊与地上交通

路网、基础设施正同步规划、分步实施。
　　站在雄安新区规划馆内的沙盘前，起
步区全景尽收眼底：
　　充分利用北高南低的现状地形，随形
就势，构建“北城、中苑、南淀”的总体空间
格局，形成“一方城、两轴线、五组团、十景
苑、百花田、千年林、万顷波”的城市空间
意象。
　　启动区建设依托淀泊、绿廊、水系，构
建以“秀林、绿谷、淀湾”为骨架的生态空间
结构，延续起步区“北、中、南”功能分区结
构，通过南北向中央绿谷串联。
　　雄安新区启动区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
人说，今年启动区计划实施 59 个项目，目
前中央绿谷等多个项目已陆续开工，7000
多名工人正夜以继日、全力以赴奋战在建
设一线，城市框架即将全面拉开。今年年底
前，启动区“三横四纵”骨干路网主体工程
将完工，2022 年基础设施基本建成、城区
雏形初显。

哪些产业功能将入驻雄安？

　　雄安新区启动区肩负着在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创新发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
等方面先行先试，在新区开发建设上探索
新路的重要使命。
　　根据规划，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首要承载地，启动区将优先承接企业总部、
金融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机构
和事业单位等。
　　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公司总经理助
理李鹏飞说：“启动区的基础设施完工之
后，相当于把城市的框架拉开了，为下一步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产业的落地提供
了空间。”
　　专家称，雄安新区一方面要承接北京

非首都功能的疏解，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另
一方面要弥补河北发展短板，带动冀中南
城市转型发展，为建设北京和河北新的两
翼做出雄安贡献。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介绍，
雄安新区将率先发展信息技术、生命科学、
新材料等前沿产业，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
功能，整合利用北京部分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的创新资源，抢占科技制高点，构建影响
未来的产业体系。
　　据介绍，启动区将集中打造金融岛、总
部区、创新坊等特色产业和创新片区，营造
良好发展环境，承接和培育一批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企业，尽快形成独具
特色和充满活力的优势产业，为新区现代
产业体系构建奠定坚实基础。

  在雄安主城区生活，将有哪

些智能便利？

　　据了解，雄安新区起步区将落实公共
服务设施无障碍环境建设要求，保障老人、
残疾人、儿童等各类人群的需要，建设“城
市—组团—社区”三级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形成多层次、全覆盖、人性化的基本公共服
务网络。
　　 15 分钟生活圈。在公共服务设施布
局上，雄安新区将构建社区、邻里、街坊三
级生活圈，为居民提供文化、体育、教育、医
疗、商业等公共服务，实现步行 5 分钟送
孩子到幼儿园、10 分钟送到小学、15 分钟
到中学，日常生活基本需求都能在 15 分
钟步行范围内解决。据了解，起步区共规划
28 个 15 分钟生活圈，其中启动区规划 6
个 15 分钟生活圈。
　　教育全面提升。启动区规划 4 所高
中、6 所初中、2 所完全中学、1 所特殊教

育学校、17 所小学、35 所幼儿园。如今，北
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雄安校区已经挂牌，
由北海幼儿园雄安园区进入竣工收尾阶
段；史家胡同小学雄安校区和北京四中雄
安校区项目全面进入内部装饰装修阶段；
雄安宣武医院项目已开展主体结构施工。
　　交通出行更便捷。起步区将构建以公
共交通为骨干、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为主体
的出行模式，绿色交通出行比例将达到
90%。高铁方面，去年 12 月 27 日，京雄城
际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从北京西站到雄安
站，最快仅需 50 分钟。高速方面，今年 5
月底，京雄高速、荣乌高速新线、京德高速
一期，三条高速将建成通车。
　　街头信号灯更智能。在雄安智绘未来
科技园内，有一个数字交通实验室，一进门
迎面可看到挂在墙上的一排 5G 交通信号
灯，如果达到一定人数，信号灯就会由红自
动转绿；地面上是一条条醒目的交通标识
线，到访的参观者仿佛站在了未来的雄安
街头。
　　雄安数字交通实验室负责人任大凯表
示，这是即将在雄安推行的智能信号控制
系统，通过数据融合、高精度授时、高精度
定位等技术，实现智能交通。
　　绿色宜居新城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雄安新区的显著优势。四年来，雄安新区着
力优化环境，打好蓝绿交织的生态本底，目
前白洋淀湖心区水质提升至Ⅳ类，达到近
10 年最好水平，淀面已恢复至 290 平方
公里，再现“华北明珠”胜景。
　　雄安新区已累计造林 41 万亩、栽植
苗木 2000 多万株。起步区正构建由综合
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郊野公园等组
成的公园体系，将实现 300 米进公园、1
公里进林带、3 公里进森林。
     新华社石家庄 4 月 15 日电

雄安：未来之城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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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 4 月 15 日电（记者郭敬
丹）记者 15 日从中共一大纪念馆获悉，中
共一大会址修缮工作已经完成，将于今年

“七一”前对外开放。
  历经约 5 个月的修缮，这幢百年石库
门建筑正以“修旧如旧”的新面貌迎接建

党百年。
　　自 2020 年 11 月 17 日起，中共一大
会址暂停对外开放，进行专业而细致的保
护性修缮。乌漆木门、朱红窗棂、清水墙等
标志性元素都在此次修缮中再次焕发百年
风华。

　　紧邻会址，中共一大纪念馆建设项目
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开工，目前正加紧建
设，将于今年“七一”前亮相。据悉，新的基
本陈列展厅建筑面积约 3700 平方米，将
聚焦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在上海的革命实
践，展出各类展品超 1000 件，其中实物展

品 600 余件。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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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一大会址修缮完成，“七一”前对外开放

   4 月 1 4 日，张
新志、徐金巧夫妇在女
儿张一的陪同下，从嘉
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出
发，乘船来到南湖湖心
岛瞻仰红船。这是一个
与红船有着不解之缘
的家庭：今天上岛的这
条路，张新志、徐金巧
夫妻二人曾日复一日
地走了 30 余年。
  上世纪 80 年代中
期，徐金巧和丈夫张新
志先后来到南湖革命
纪念馆工作，张新志负
责红船的安全维护；徐
金巧则是南湖革命纪
念馆的讲解员，将红船
承载的光辉历史与“红
船精神”讲述给一批又
一批的参观者。
  张一就是在这样
一个围绕着红船的家
庭中出生、成长。“我就
是在红船边长大的。”
张一向记者展示她的
手机相册，“从小的记
忆就是与南湖有关，家

里面这些老照片基本上都是在南湖
边照的。”以父母为榜样的张一在
2009 年大学毕业后，通过招聘考试
也成为一名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解
员。当她工作之后，始知父母守护红
船的不易：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
有时凌晨 4 点就要起床准备接待参
观者。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参观者，
张一一边利用休息时间查阅学习与
南湖、红船相关的书籍资料，一边改
良过去单一的讲解模式，根据参观
团 队 的 特 点 和 需 求 进 行 因 人 施

“讲”。
  “欢迎各位来到南湖革命纪念
馆参观，我是讲解员张一。”音乐专
业出身的张一声音温婉而有力，如
同四月的春风一般，将“红船精神”
吹入一批批参观者的心田，也延续
着全家人与红船相伴 30 余载的珍
贵情缘。

4 月 14 日，张新志（左）、张一（中）和徐金巧一家人在红船前合影。  新华社记者江汉摄

  21 世纪初，徐金巧（前左）在红船前
为游客讲解。 新华社发（受访者供图）

  张一的父亲张新志在红船内擦拭清
洁。     新华社记者韩传号摄

 张一（中）在红船边为参观者讲解。
       新华社记者韩传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