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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赠阅，请予张贴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有优良的传统。中国 在国家提倡学习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史和党史，

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了复兴之路，我们共产 就是为了更了解中华民族能够走到今天是来之不

党的革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体现。因 易的，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

此，青少年要树立远大的理想，从小为国家和民 江山，通过学习，让我们爱党爱国爱乡。

族的富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在青少年的成 如今，中国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中国特色

长过程中，一定要把我们优良的文化、先进的文 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道路需要青少年去理解、去

化、健康的文化以及共产党人的优良品德传承下 认同，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

去，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不偏离方向，在错综复 认同。因此，我们要让青少年接受传统的教育，

杂的社会上能够认清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 要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在结合传统的基础上，用

对于梅州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98年革 更加丰富的手段，让青少年在学的过程中、在做

命斗争中，梅州有十分多的红色资源，梅州的革 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创新。

命先辈也和全国许多共产党员一样，为中华民族 近几年来，为了让青少年传承好红色基因、

的独立、为民族的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为我们 红色文化、红色精神，社会各个部门，特别是党

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梅州全境都是原中央苏 史部门、教育部门，甚至是公安部门，在青少年

区，我们提倡发扬苏区精神。苏区精神有七句 的教育过程中，结合青少年的特点，采取现代教

话：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 育手段，在此基础上，做好充分的准备，挖掘我

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可以说， 们本身的、丰富的红色资源，整理出大家喜闻乐

每一句话都对青少年的成长有很大作用。时下提 见的故事。同时，结合现代的科技手段，制成短

倡争创一流、不断创新，这与我们所讲的艰苦奋 视频和快报的形式进行传播。

斗并不矛盾，新时代创新发展，既要继承革命传 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希望你

统，也要引进外来先进文化，要在传统的革命精 们从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学习中华民族的

神、红色文化引领指引下前进。 历史，学习中国的历史，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党

当前一些青少年在大是大非面前会迷失方 史，不断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希望你们秉持革

向。譬如香港的一些青少年，小到十岁出头的年 命先烈留下的精神，用实际行动将红色基因代代

龄，却很冲动、很暴力，参与占中、港独闹事， 相传，把革命先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

这些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缺失造成的。他们不了 进；希望你们不仅在身体上健康成长，更重要的

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也不了解民 是在心理上，形成正直的优良品质，对民族的发

族的历史，更不懂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所以，现 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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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主 讲 人：邓文庆

编 者 按 ： 英雄者，国之脊

梁。今日，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

就，是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

血，是革命先辈迎难而上、艰苦

奋斗得来的。新时代的中国，需

要青少年学习传承革命先烈先辈

的崇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矢志奋斗。近几

年来，党史部门在传播红色基因

上责无旁贷，专门开展了党史进

课堂、进学校，举办讲座等活动，

给同学们讲红色故事，让青少年能

在体验中真正学习红色文化、红色

精神。

开 学 第 一 课

致敬祖国！致敬祖国！
——全市公安民警集中收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庆祝大会盛况和阅兵式

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市公安民警集中收看大

会盛况和阅兵式，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精神，共同感受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的今

天，共同憧憬伟大祖国灿烂美好的明天。

市公安局在家局领导及局机关民警代表集中收听收看庆祝大会盛况市公安局在家局领导及局机关民警代表集中收听收看庆祝大会盛况

铁骑队员收看阅兵仪式铁骑队员收看阅兵仪式

特警队员在休息间隙收看阅兵仪式特警队员在休息间隙收看阅兵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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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梅州市公安局户政科收到 户籍查询系统筛查后无法确认王奶奶在梅

了一封来自澳大利亚的信件，“我父母早 家属的准确信息，于是，民警决定驱车前

年带着一双儿女漂洋过海，从梅县到印尼 往信中提及的梅县区松口镇，试图从当地

定居，而后于1949年生下我。当年我父母 部门获取更多有效信息，在松口派出所户

离家时，把另外三个姐姐交给祖母抚养， 政民警林河的协助下，功夫不负有心人，

此生一别便再无相见。三年前，我在整理 民警经过两天仔细核查，最终找到王奶奶

大哥遗物中看到当年的几封家书，睹物生 位于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寺坑村的家。在

情，想替大哥完成他的遗愿——寻找失联 王奶奶家乡亲人的家里，民警帮助王奶奶

二十多年的家乡亲人，苦于一直寻亲无 与家乡亲人微信视频相认，这一聊就是一

果，万般无奈之下，希望梅州公安能看到 个多小时！一声迟来的“新年快乐”，欢

这封信帮我找到三个姐姐。我想知道她们 声笑语是他们重逢后对彼此的真情流露，

过得好不好……”信件字里行间透出王奶 “我有时间一定要回家看看”视频聊天时

奶对寻亲的期盼。 王奶奶一直念叨着这句话。

由于信中的有效信息较少，民警通过

一封信牵起万里亲缘，让年逾七旬的王奶奶一圆心中牵挂，终寻失联二十多年的家乡亲人。

金秋九月，王奶奶在安顿好海外生活后，第一次与老伴、孙女

一起回松口老家。在松口镇寺坑村见到王奶奶时，她精神矍铄，乐

呵地与亲人围坐在一起说着家里的那些事。

原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王奶奶的哥哥姐姐一直与家乡亲人

保持书信往来，虽然地域相隔很远，但几封家书却拉近了彼此的情

感距离，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种联系在九十年代初中断了，这一

断竟断了二十多年。“与家乡亲人失联后，大哥尝试过很多寻亲的

办法，但一直没有成功，这也成为大哥此生唯一的遗憾。”话语间

王奶奶眼泛泪光。聊起年初接到梅州市公安局民警的越洋视频电

话，王奶奶和她的老伴依旧难掩激动心情，王奶奶更是泪流满面，

泪水里既有不远万里成功寻亲的喜悦，也有终于代替大哥完成遗愿

的欣慰，王奶奶坚信“根在情就在”。

“不管我在哪里，血浓于水，有亲人的地方才是我的家。我今

年70岁，虽然从未回过家乡，但我会讲阿姆话（客家话），是我爸

爸妈妈教我的。他们说不管生活在哪，都不要忘记自己是客家人，

我以此为荣。这次回家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飞机一落地，我就

看到处处红旗招展，一片繁荣富强的景象，我的心里非常自豪，我

爱中国！”王奶奶对记者激动地说道。

不管是在天涯海角，“根在情就在”是每个中华儿女深深的家

国情怀，“我爱你中国”更是饱含了每个中华儿女最炽热的感情，是

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最深情的呼唤。（安怡蕊　邓兴卓）

万 里 寻 亲 ：

一封信背后的家国情深一封信背后的家国情深
求助：我想知道失联亲人过得好不好

回乡：有亲人的地方才是我的家

hong se xiao gu shi

红色小故事红色小故事

1934年9月，为摆脱中央苏区第五 一天前就转移了。他们不顾伤病的折

次反“围剿”的困境，杨永松所在的部 磨，坚持赶路，终于在第5天的下午赶

队开始向福建永安地区进发。部队经过 上了红一军团的部队。杨永松在寻找三

汀州时，杨永松因病被留后方医院休 团的驻地时，遇见了一师的聂鹤亭参谋

养。后来由于战事紧张，所有人员需转 长。“小鬼，你年龄还小，身体又很虚

移到一个叫“九堡”的医院。杨永松和 弱，能跟得上吗?”聂参谋长关心地问

几个战友赶到九堡医院后，让他们意外 杨永松。“红军不怕苦和难，我能行!”

的是，那里除了一片用砖头搭起的床铺 杨永松斩钉截铁地答道。

外，已经没有一个人了。原来，医院在

人物简介：杨永松，开国少将，1919年7月出

生于大埔县百侯镇侯南村，1927年加入童子团，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红

军。曾参加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战

斗，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战时期参加了平型关

战役等著名战役。抗战胜利后驰骋东北战场，曾任东

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四野战车师政委。

1949年10月1日，杨永松的战车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国典礼上接受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

阅。1955年授衔时，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少将之一。

病中拼命追队

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李坚真 十二团的团政委钟赤兵右腿被打伤，无

奋不顾身地救了两位新中国的将军，这 奈截肢，编入了休养连。后来的一次战

一事迹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 斗中，正当行动不便、无人保护的钟赤

当时，在红三军团任团长的姚喆在 兵准备拿枪和敌人拼命时，在队伍后面

阻击敌人的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因一 阻击敌人的李坚真跑了过来。枪林弹雨

时找不到担架，无法随部队撤离。组织 中，她二话不说，叫来一名饲养员抬起

上便准备将昏迷不醒的姚喆托付在百姓 钟赤兵就跑。新中国成立后，在解放军

家里，李坚真却违反纪律，与一个民 某医院住院的钟赤兵中将与李坚真再次

夫、一个马夫和姚喆的警卫员四个人一 相遇，他紧紧握住李坚真的手说：“李

起，轮流抬着姚喆走了几十里，将姚喆 大姐，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从死神的手中抢了回来。 （魏思仪　整理）

在夺取娄山关的激战中，红三军团

人物简介：李坚真，广东丰顺县小胜镇大南村

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参加劳动。李坚真于

1926年在彭湃的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是久经考验

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老红

军战士。她于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 32 位参

加红军长征的红一方面军女红军战士之一。同时，她

还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

长征中的铿锵玫瑰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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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利来集团创始人曾宪梓先生（1934—2019），是

一位家喻户晓并充满奋斗色彩的实业家，但相比商业成就而

言，曾宪梓先生更为人所知，更令人敬仰的，是他对国家至死

不渝的赤诚和贡献。正如金利来集团发出的讣告所说，他是一

位伟大的爱国者。

高级的大楼。 据当时的新闻报道记载，曾宪梓曾 医院大楼到普通街道，总是能看到他慷慨他是艰苦奋斗的励志少年

他是吃苦耐劳的创业青年 说：“离开内地时，他曾回头望着海关楼 捐助的印记，数万名大学生、教师都曾受曾宪梓的少年时代，总会让人想到一

曾宪梓曾在泰国发展过一段时间，但 上的五星红旗暗地发誓：一定要努力创造 到他的捐赠。个字“苦”。 他1934年2月2日出生于广

一心想要回国的他，在1968年春节前回到 财富，将来有机会，在不同社会环境里， 爱国爱党是曾宪梓人生的大命题，和东梅州梅县区扶大镇珊全村，4岁时父亲

香港，而后在叔父的帮助下将自己租来的 用不同的方式来回报祖国。”1978年，曾 他接触过的人大多形容，他的爱国爱党不就去世了，他也开始了“每天稀饭都吃不

三房一厅改成了小作坊，用一把剪刀，一 宪梓回到家乡，兑现他在东山中学、港英 是口号，极为认真，“发自肺腑、融入血到”，“有难关，自己过”，“你瞧不起

台缝纫机开始了领带生意。创业初始，生 桥头的誓言。虽然资金并不宽裕，他依然 脉”。在学校演讲时，他常以曲折人生经我，我做给你看”的苦成长。虽然其母亲

产领带都由曾宪梓自己独立完成，也是他 毫不犹豫给母校东山中学捐赠了大量教育 历勉励后学，教育他们“好好读书，好好咬紧牙关将他和哥哥送进村里唯一的小

自己跑遍香港的大街小巷沿街推销。 设备设施，以及崭新的教学楼，还送给当 做人”，也告诉他们“学会感恩，热爱祖学，避免了他们成为文盲，但由于家境实

一年后，曾宪梓的目光从沿街小店铺 地政府两部汽车。而后，曾宪梓先后捐资 国”。曾宪梓中学的教师廖振亮记得，每在贫寒，刚读完小学，16岁的哥哥便去了泰

投向百货公司。但在当时的香港，本地产 兴建梅州市曾宪梓中学、梅县宪梓中学和 年高考前的5月，他都会回校和高三学生国谋生，而曾宪梓则辍学在家成了放牛娃。

领带质量低劣，他便决心创立自己的“名 丽群小学。此后，他还先后投入了2600多 合影。春夏之交，日光强烈，教学楼前没直到新中国成立，曾宪梓在一个搞土

牌”。原料上改用德国原料，剪裁和缝制 万元，用于曾宪梓中学的建校及扩大教学 有遮蔽，12个班级轮流拍照，曾宪梓往往改的同志帮助下，才有机会重回学堂，靠

上完全模仿欧美名牌领带。同时，将品牌 规模和师资力量。 坚持到最后。着国家给的每月3块钱的助学金，从梅县

名从“金狮”改为“金利来”。而后在一 除了在家乡教育事业上竭尽所能以 曾宪梓一直肾不好，疾病缠身二十余东山中学开始，一直读到中山大学生物系

轮轮广告的强势猛攻下，质量可靠、品牌 外，曾宪梓一直以来投身家乡其他公益事 年后，最后在梅州落叶归根。在9月26日毕业。在曾宪梓的少年成长经历中，由于

也足够响亮的“金利来”领带，走进香港 业，捐巨资用于医疗、道路、桥梁、绿化 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三儿子曾智明回忆父哥哥到泰国谋生，只剩他和母亲两人，很

各大百货公司，生意源源不断。 等各项公益事业。据数据统计，从上世纪 亲过往，不时哽咽。说起父亲的暮年，他多人瞧不起他们孤儿寡母，欺负他们。他

他是心系国家的“爱国先生” 70年代末开始，捐资支持国家教育、航 提及，“（父亲）在梅州的这一年，虽然便在心里发狠：“你瞧不起我，我要争

拜访过曾家的人记得，曾家客厅墙上 天、体育、科技、医疗与社会公益事 痛苦，但很快乐，因为梅州是他的家气，改变这种贫穷的命运。”

挂着一面五星红旗。聚会时，曾宪梓总要 业，历年捐资逾1400项次，累计金额超 乡。”（罗玮整理）在东山中学，曾宪梓含着泪学会了

唱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过12亿港元，其中对梅州捐款2亿多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在同

凡是他出席的活动、典礼、集会，这都是 而曾宪梓这三个字，也贯穿在很多梅州学们的嘲讽中咬着牙“夸下一个海

必备的项目。 人的生活里，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从口”：将来要给学校捐一座更漂亮、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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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主题作品选（二）“我和我的祖国”主题作品选（二）

五华县公安局　古嘉兴大埔县公安局　邓元胜 五华县公安局　李展浩五华县公安局　魏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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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梓先生：曾宪梓先生：

拳拳爱国心　浓浓家乡情拳拳爱国心　浓浓家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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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是人世间最深

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

人的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

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

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

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

无论树的影子有多长，根，

永远扎在土里。”习近平总

书记如是说。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本报特别策划

“我与国旗合个影”活动，

用最灿烂的一张张笑脸，为新

中国庆生，为新时代喝彩。

（文/罗玮　摄影/志广　

晓春　劲夫）

你你 中国中国

爱爱
我我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专刊


	页 1
	页 2
	页 3
	页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