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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
这些年轻党员点亮了铁路“复兴之光”
新华社长沙 5 月 5 日电（记者高博、苏晓洲）五四青年
节之际，记者采访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
— 中国中车
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领域特别是机车车辆制造领域，
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最早的“试验田”之一，诞生了王尽
美、王荷波、史文彬、邓培等杰出的早期中共党员和工运领
袖，他们以热血青春，点亮了今天光耀世界的“复兴之光”。

挥所，领导工人声援和呼应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 。
1923 年 2 月 7 日，在王荷波的统一部署与指挥下，水陆两
路工人同时罢工，
浦口水陆交通刹那间全部瘫痪。
罢工结束后，王荷波为躲避军阀的追捕，离开了南
京，转入地下斗争。1927 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以王荷
波为主席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第一个正式监察
机构。
1927 年八七会议上，王荷波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
员，
并担任北方局书记，
负责领导北方党的工作。
1927 年 10 月 18 日，王荷波在北京被捕，11 月 11 日
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
终年 45 岁。

王尽美：撒播火种的一大代表
1921 年，
王尽美 23 岁。
“天下工农是一家，不分你我不分他……”这是 20 世纪
20 年代，王尽美在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中车齐车集团山东
公司前身）开展工人运动时，
教工人传唱的歌谣。
王尽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
大会代表。1918 年，王尽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1919
年，王尽美在五四运动中思想受到强烈触动，
带领同学积极参
加集会、游行、罢课等爱国活动。
1921 年夏，在王尽美帮助下，夜校工友学习班在大槐树
机厂诞生。王尽美在夜校给工友们上课，
把朴素的革命思想融
入喜闻乐见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引导工厂 300 多名工友走
上革命道路。
1921 年 7 月 23 日，王尽美去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代表大会。1925 年初，中共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支部成
立，这是山东省第一个企业党支部。从此，大槐树机厂的工人
运动走向了一个新高潮。
1925 年 8 月 19 日，王尽美在青岛病逝。临终前他口授
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
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奋斗到底！

史文彬：坚韧不拔的工人党员
1921 年，
史文彬 34 岁。
1912 年史文彬进入长辛店机厂（今中车北京二七机车
有限公司），
成为一名白铁工。他很早就开始接触革命思想，中
共一大前，
经邓中夏等人介绍，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史文彬，中国共产党早期北方工人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
领导人之一。1919 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创办工人夜班
通俗学校。
1921 年 10 月，长辛店成立党小组，1922 年 8 月成立党
支部，
史文彬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史文彬是中国铁路工业系
统第一名共产党员，长辛店机厂的党小组是中国铁路工业最
早建立的党小组。
1922 年 8 月，在史文彬领导下，长辛店铁路机厂工人举
行了京汉铁路工人第一次大罢工，罢工持续 3 天，迫使反动
当局全部接受了工人提出的要求。
经历“二七惨案”，
入狱备受煎熬；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到上海参加地下工作，历任候补中央委员，担任河南省委书

邓培：获列宁接见的“社会活动家”

图中从上至下（先左后右）依次为王尽美、王荷
波、邓培、史文彬。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供图）
记……史文彬的革命生涯，跌宕起伏，但始终初心不改。
1942 年，
他在中共清河区委工作期间病逝。

王荷波：
“品重柱石”的工运领袖
1921 年，
王荷波 39 岁。
1916 年，因不愿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生活，王荷
波辗转来到南京，考入浦镇机厂（今中车浦镇公司）成为一
名钳工。
五四运动爆发后，浦镇线上铁路工人积极声援学生的
反帝爱国斗争。王荷波带领浦镇工人在浦镇街上示威游行，
这是浦镇工人首次参加政治斗争。
1921 年 3 月 14 日，浦镇机厂工会诞生，王荷波担任
会长。次年，王荷波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津浦铁路最早的
工人党员之一。不久，由他领导的浦口党小组正式成立，这
是南京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小组。
南京浴堂街 34 号曾是家澡堂子，王荷波曾在此设指

1921 年，
邓培 38 岁。
“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
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
他们也一定会起到
同样的或者更大的作用。”这是邓培 1922 年赴苏联出席远
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接见
时对他说的话。
邓培，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
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
和著名活动家。
1901 年，广东省三水县人邓培考入京奉铁路唐山制
造厂（今中车唐山公司），
当了旋床工。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
3000 名工人中有四分之一是广东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穷
苦无产者，邓培同他们交朋友互相帮助，
逐渐成为唐山工人
中的骨干力量。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邓培积极发动京奉铁路
唐山制造厂的人员参加政治罢工。1921 年 1 月，邓培组建
了京奉路唐山工会，这是唐山第一个工人阶级自己的工会
组织。同年，
他还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921 年秋，邓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北方分部成员。
1922 年 10 月，邓培组织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开滦五矿
同盟大罢工。在历时 25 天的罢工斗争中，邓培与开滦五矿
工人患难与共，
成为工人可信赖的领导者和贴心人。
1926 年 3 月，根据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决定，邓
培赴广州，
筹建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办事处。1927 年，
在广
州反革命政变中，
邓培不幸被捕，
惨遭杀害。
王尽美、王荷波、史文彬、邓培等工人运动的杰出先驱
先后倒下了，
但他们留下的革命火种星火燎原。
眼下，以“复兴号”为代表的中国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
业，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国家名片”。截至 2020 年末，中国
高铁营业里程达到 3.79 万公里。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来
临前夕，随着徐连高铁开通运营，中国高速铁路“八纵八
横”体系正式建成，一个充满繁荣发展活力的“高铁中国”
正在奔腾向前。

沿着高速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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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迈过高山深谷，穿
越 沙 漠 戈 壁 ，搭 载 沿 途 百 姓 驶 上 幸 福 快
车道。
春末夏初的四川汶川，正值甜樱桃上市
的季节。
红绿相间的樱桃林，
从河坝蔓延到山腰。
果农们熟练地采摘着樱桃，
游客穿插其间，
边
摘边吃，
一派热闹的景象。
“ 2008 年大地震中，房塌了，路断了，本
以为樱桃也没法种了。
”果农徐敏说。
一条畅通的道路，
是重建的咽喉，
也是发
展的希望。灾后，重建迅速启动，交通铁军抢
险攻坚。仅用一年时间，都映高速全线贯通；
2012 年 11 月，映汶高速正式通车。从此，汶
川到成都全程高速仅需 90 分钟。
“以前是我们找市场，现在是市场找我
们。大小道路连线成网，物流方便快捷，全国
消费者都能吃上新鲜的汶川甜樱桃。”徐敏
说，这些年村容村貌改善、产业连片发展，村
民腰包越来越鼓，
日子越过越红火。
以高速公路为代表，
近年来，
汶川县大力
提升基础设施，
实现通组道路全硬化，
有力促
进了特色经果林产业发展。目前，
全县甜樱桃
种植面积已从震前的 1.1 万亩扩大到 3 万余
亩，
成为当地助农致富的支柱产业之一。
道通则人兴，
路通则民富。
千里太行，
重峦叠嶂。太行山高速北起北
京门头沟，南接河南林州，西接山西，贯穿河
北，
覆盖全部太行山革命老区，
将京津冀协同
发展辐射到中部地区的豫晋两省。
刘家村位于革命老区河北涉县井店镇，
古
村古巷保存完好，
昔日交通不便，
几乎无人问津。而今，
一到小
长假，
从太行山高速下来的旅游大巴经常堵到高速连接线上。
村民赵河顺大爷笑着说，
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人、
这么多车！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的重点工程，
太行
山高速公路是一条协同路。山区群众可以直达北京，
京津冀的
游客前往太行山休闲旅游也非常方便。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相
关负责人介绍。
一条高速，
让太行山处处焕发新活力。
据悉，
下一步，
当地将在太行山高速公路沿线遴选 100 个村
落建设“农旅文体教”融合发展示范村，
将带动 10000 户农户发
展乡村旅游、
特色农业、
养生养老等产业，
打造“太行农家度假旅
游”
新品牌和
“环村落产业经济”
新业态，
助力农民致富增收。
一条条高速公路，
就像一把把打开山门的“金钥匙”，
带动
一片产业，
带富一片热土，
筑牢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纲要》，到 2035 年，除部分边远地区外，基本实现全国县级行
政中心 30 分钟上高速公路。
不断延展、
完善的高速公路必将释放更多发展红利，
拓展
更加巨大的发展空间，
绘就更加美好的前景。
（记者周圆、魏玉坤、胡旭、韩振、王浡）
新华社北京 5 月 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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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茫茫夜未央，
北大红楼透烛
光。英烈铁肩担道义，先驱妙手著文
章……”在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
赵蕊
正在紧张地排练乐亭大鼓新剧目《铁肩
英魂》。
不同于传统剧目，
这个新剧目节
奏更加明快，
以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今年 58 岁的赵蕊是靳派乐亭大
鼓第三代传人。
“李大钊是乐亭人，我
17 岁开始从艺，用家乡的艺术形式展
现他的革命精神，
一直是我的心愿。这
个剧目也是我们全家集体创作的结
果，
唱词经过 8 次修改才定稿。
”
李大钊，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
一。38 年的人生，
李大钊在中国革命史
上书写了不朽的篇章，
也在后人特别是
家乡人心中树起了一座精神丰碑。
坐落在乐亭县城的李大钊纪念
馆，参观者络绎不绝。整个建筑由黑、
白、
灰三种色系组成，
古朴庄重典雅。8
根功绩柱，象征着李大钊的丰功伟绩；
8 块浮雕，
展示李大钊主要革命实践活
动足迹；38 级台阶，寓意李大钊走过
的 38 年风雨历程。
李大钊生于 1889 年 10 月 29 日，
1907 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
习政治经济。1913 年冬，
他东渡日本，
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
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
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
起草的《警
告全国父老书》迅速传遍全国，
李大钊
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
1916 年李大钊回国后，
积极参与
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革命
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
他
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庶民
的胜利》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
和演说。1919 年，
他又发表了《新纪元》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再论问题与主
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 年 3 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同年 10 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1926 年 3
月，
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
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
况下，
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
1927 年 4 月 6 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
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 80 余人。
李大钊备受酷刑，
在监狱中、在法庭上，
始终大义凛然、
坚贞不屈。同年 4 月 28 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
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 20 位
革命者绞杀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
一个走上绞架，
从容就义，
时年 38 岁。
李大钊故居管理处副主任赵书明，是李大钊夫人
赵纫兰弟弟的孙子。他说，李大钊曾经在北京大学任
教，当时收入并不低。但是他生活俭朴，把大部分收入
用于党的事业，或用来帮助同志、救济贫苦青年，以至
于当年北京大学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
交于他的夫人，
以免家中断炊。
赵书明说：
“他给后人留下了好家风，我们要干干
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把清正的家风发扬光大。
”
（记者白明山）新华社石家庄 5 月 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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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青春力量
赓续时代风流

“身临其境”
学党史

近日，有 50 多年党龄的徐志英（中）乘坐“初心号”红色巴士，重温党史。为庆
祝建党百年，上海电影集团开放车墩影视基地内一大会址建筑群等 10 余处标志
性红色影视建筑，打造上影党史教育巴士课堂，让观众通过场馆参观、影片展映
等多种形式，
感受不一样的“沉浸式”党史学习教育。
新华社记者任珑摄

韶 山 日 月 换 新 天
新华社长沙 5 月 5 日电（记者苏晓洲、崔俊杰、高敬）
“五一”假期加上好天气，
毛泽东同志的故里韶山，
迎来了比
以往更多的游客。近年来，依托挖掘红色文化资源，韶山建
成了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和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
区，
红色文旅产业每年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
用 76 岁的毛雨时等土生土长韶山人的话说，
韶山的变
化有很多“更”：人居环境更好、百姓收入更多、发展质量更
高……
“我是听着革命故事长大的，
革命歌曲是我的摇篮曲。”
2018 年返乡创业的韶山人沈楚华，
如今在韶山冲山间，
经营着
一家泥墙青瓦，
透过窗棂就能看到田畴阡陌、
蓝天青山的民宿。
记者在这家民宿看到，
主人从十里八乡收集来的
“老物件”
，
“心里有话对党说”
等各色主题留言墙，
很受年轻游客追捧。
“住在这里的游客，我白天带他们在景区参观，晚上结
合
‘老物件’
聊些革命故事、风俗民情。
”沈楚华希望，
不仅让
游客住好玩好，
也要使他们成为革命故事的传播者、韶山红
色基因的传承者。
从以同质化、靠“拉客”
“喊客”竞争的“乡镇旅社”
“路边
饭店”为主，
到主打个性民宿、风味美食和生态休闲，
韶山文
旅产业近年正在加速升级。

距离沈楚华的民宿不远，
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在历经 50
多天修缮后，
于
“五一”
前夕恢复对外开放。
湖南省韶山管理局
组织的此次修缮，
按照“最小干预原则”
，
采取各类保护措施，
以延续现状、
缓解损伤为主要目标，
极力避免施工破坏。
为了使毛泽东同志故居等人文景观更好发挥史料价值
和教育功能，韶山管理局管护的 7 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不断丰富展陈内容，精心打造系列精品党课，利用互联
网技术服务远程游客。同时，
以中外合作交流系列活动等为
载体，
韶山还成为海外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就的窗口。
曾几何时，韶山是“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家
穷”。如今，以红色精神为底色，以红色资源为依托，韶山实
现“日月换新天”的发展——
— 2015 年贫困户全部实现脱
贫，2016 年贫困村全部实现“摘帽”，2020 年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 97.08 亿元，
是 2011 年的 2.46 倍……
在韶山“毛家饭店”，年逾九旬的汤瑞仁老人在餐厅接
待客人、演讲……运用社交媒体，身着时装记录日常、表达
感悟乃至载歌载舞与网友互动，
这位“90 后”老人实现了线
上宣传韶山的新突破。
行走在韶山冲，所见所闻让人深信，以“红色、创新、文
明、美丽、幸福”为发展关键词的韶山，
明天更美好。

一周前的 4 月 28
日 ，是 李 大 钊 就 义 9 4 周
年纪念日。
刚刚过去的 5 月 4 日，
是五四运动 102 周年纪念日。
再过不到 60 天，
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华诞。
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义时
年仅 38 岁，他短暂的一生都在追求让中国恢复青春。
当时，
中国积贫积弱、
内忧外患，
他用青春之思，
探寻中
国救国之路；
当时，
社会思潮纷涌、
莫衷一是，
他用青春
之笔，
大声疾呼唤醒青年。
新时代的青年人要学习李大钊勇于担当、敢为人
先的品格。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看到马克思主义
能够救中国，敢为人先，承担起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
任。为把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他承担起创建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重任。
新时代的青年人要学习李大钊坚守初心、为“庶
民”请命的品格。李大钊有着鲜明的人民立场，
在革命
斗争中，他视国人为“父老”，布衣素服，深入群众开展
工作。他温和可亲的形象深刻地留在国人的心中，人
们愿意跟随他一起斗争、
一起前进。
新时代的青年人要学习李大钊清正廉洁、德行高
尚的品格。李大钊生活俭朴，节衣缩食，把大部分收
入用于党的事业，或用来帮助同志，接济贫苦青年，以
至于当年北京大学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
直接交给他的夫人，以免家中断炊，其品行令人肃然
起敬。
新时代中国青年生逢太平盛世，但仍肩负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任。在新时代的新征程
上，还有许多“雪山”
“草地”需要跋涉，许多“娄山关”
“腊子口”需要跨越。在攻坚克难的过程中，青年人要
学习革命前辈的斗争精神和光辉品格，有追求、勇担
当、
知敬畏、
存戒惧、
守底线，
干净做事、
老实做人。
百年历史，沧海一粟；百年先烈，英魂永驻。新时
代的青年要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把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一步一步变为现
实，
这是对李大钊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
（记者白明山）新华社石家庄 5 月 5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