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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南京，风云惨烈、腥风血
雨。大批共产党人、革命先驱前赴后
继，用他们的生命守护心中的信念，为
祖国和人民抛头颅洒热血。这其中就
包括出生在江都的家乡英烈、共产党
人刘重民。

回顾刘重民烈士的生平，在大学校
园里，他就已经成为见识卓越的革命志
士。此后，他筹办钟山中学，使学校成
为掩护党团活动的场所，积极宣传马克
思主义、发展团员队伍。1927年，在与

国民党反动派的激烈斗争中，他在一次
秘密会议上被捕入狱牺牲。

刘重民烈士的一生短暂而又壮
烈，他是革命事业的先驱，更是家乡的
英雄。在学习英烈的同时，我们更应
该感悟到：一个真正伟大的英雄，不在
于能否享受到奋斗的成果，而在于始
终坚定内心的信仰、坚持人民利益至
上。作为烈士家乡幸福成长的新一
代，我们更应该继承好他的精神，为了
祖国富强而勤奋学习，传承好他的这

份红色信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
力拼搏。

作者：陆紫玉（扬州市邗江区实验
学校八（14）班）

指导老师：范玉伟

学先烈 做“真心英雄”

走在雨花台烈士陵园，蓝天之下，
陵园苍松似海、翠竹成林。满目绿意，
簇拥着大理石的洁白。人们瞻仰英烈
的面孔庄严肃穆，不愿打断这片土地
对过去的诉说。

1927年4月的朗朗春日，被一声惊
雷粉碎。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南京

“四一〇”反革命事件，掀起了屠杀共产
党人、爱国革命志士的白色恐怖浪潮。
在接下来的22年中，数以万计的共产党

人和爱国志士在这里牺牲，雨花台也成
为鲜血一遍又一遍洇染的土地。

黑夜漫长，光明终究会来临。22
年后的1949年4月，南京解放，这座古
城在又一个春天里迎来灿烂的曙光。
就在这一年的12月，新中国成立后的
南京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
次会议，作出建设雨花台烈士陵园的
决议。雨花台，这块血染的土地，终于
等来了它盼望的胜利与安宁。

回望来路，是为了更好地走向远
方。雨花台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英烈们
的故事，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信念。生活
在新时代的我们，除了感悟他们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继承他们的遗志，通过一代又
一代人的奋斗，建设好伟大的祖国，让英
烈们留下的气节像松柏一样长青。

作者：段睿瞳（淮安市启明外国语
学校初二8班）

指导教师：朱红艳

黑夜里的光

【生平简介】刘重民（1902－1927），
江苏江都人。1922 年考入金陵大学。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参
与组织新文化运动社团“五社”。1924
年，刘重民前往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
上海执行部，在恽代英领导下任宣传部
干事，并于该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代表上海学生联
合会参加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组织开展
反帝宣传与武装斗争，同年当选为国民
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1927年4月，
省党部机关从上海迁往南京，刘重民承
担具体工作，于当年的“四一〇”反革命
事件中被捕牺牲。

1927年4月的一个夜晚，南京通济
门外秦淮河的九龙桥上来了一辆汽车，
车上的人将几只麻袋扔进河里就匆忙
离去。事后人们才知道，麻袋内装着10
位在“四一〇”反革命事件中被反动派
秘密逮捕杀害的共产党人遗体，其中就
有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秘书长、年仅
25岁的刘重民。

作为江苏早期共产党人的杰出代
表，从学生时代起，刘重民就参加了革
命活动。在革命道路上，他始终立场坚
定、无所畏惧。在狱中，他遭受严刑拷
打，依旧毫不妥协，秉着满腔怒火，痛斥
反动派无耻背叛革命，他的声声控诉犹
如利刃锥心，让敌人胆寒不已。

“握拳已碎常山舌，橐笔犹佣沪读
书。”刘重民牺牲后，柳亚子多次发表诗
文悼念，并将刘重民烈士在狱中痛骂反
动派的事迹，比作唐朝时的忠烈之士颜
杲卿。

刘重民出生于江都县，幼年随父母
迁居南京，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新式教
育，并考入金陵大学。在那个风云激
荡、变幻莫测的斗争年代，他在忙碌的
革命工作之余认真研究国内国际情势，
撰写了《中国政治状况》《中国经济状
况》两篇著述，并于1925年发表在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
年》上。他对国内的军阀纷争以及列强
侵略并瓜分中国的企图，作了深刻的洞

察论述，得出要坚决拥护革命政府、扫
清一切反动势力的结论，自始至终都洋
溢着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最为艰
难迷茫的时刻，极大鼓舞了革命队伍的
斗志。

1927年初，北伐军势如破竹。刘重
民随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机关迁往刚刚光
复的南京，投入到江苏省党部的工作
中。在革命形势极度恶化的时候，他将
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沉着镇定地布置工
作，竭尽所能保护同志，直至在“四一〇”
反革命事件中被捕就义。

在刘重民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中，心怀救国救民的抱负，奔走、呐喊、
抗争，几乎构成他生命的全部。“对党是
无限忠诚、对立场是严肃坚定、对工作
是积极负责、对群众善于团结……深得
青年学生及工农群众信仰”，这是中共
中央组织部保存的档案中，党组织对他
的一段评价。他的慷慨气节、他的书生
热血，早已彪炳革命史册，传扬家乡大
地。

刘重民刘重民：：英勇就义英勇就义 不负文章气节不负文章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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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盛 峥

2月 7日，腊月二十六，从太
湖漫山岛出岛购置年货的居民明
显多了起来。9点半，停靠在太湖
三号桥码头的“福彩号”轮船，正
在等待当天第一拨外出返岛的居
民登船。

看到有行动不便的老人登船，
“船老大”沈敏菊放下手里的消毒
喷壶，赶忙走上甲板去搀扶。“我今
年 60 岁，算是岛上的‘年轻人’
了。”老沈笑着告诉新华日报·交汇
点记者，漫山岛目前只有不到100
人居住，大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位于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西
南的漫山岛，四面环水，生态绝佳，
是太湖第三大离岛，被人们称为太
湖里的“桃花源”。老沈驾驶的“福
彩号”，是岛上居民与外界沟通的
唯一交通工具。航线从漫山岛到
冲山太湖三号桥码头，全长3.62
公里。

10点整，“福彩号”准时启程，
20分钟后便抵达漫山岛。岛上，
一条小河穿村而过。河上是一座
有些年头的石板桥，两岸白墙黑瓦
的民居，墙体斑驳，墙角堆放着渔
网渔具。

漫山岛所在的冲山村党委书
记马志勤告诉记者，岛上最多的时
候有500多人，但全岛毕竟只有
1.3平方公里，发展空间有限，20
多年来年轻人陆续搬出，村庄渐渐
破败。“没有人、没有资源、没有资
金，空守着好生态没法发展，‘桃花
源’渐渐失去色彩。”马志勤感慨。

一项政策为这里带来希望。
2018年初，苏州市出台《关于进一
步加强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帮扶
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100个市
级机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挂钩帮

扶100个薄弱村。苏州市政协与
冲山村结对，将漫山岛的开发列入
日程。

“说实话，一开始我们也没有
头绪。”冲山村现任“第一书记”赵
兵说，岛上交通闭塞，基础设施差，
就连民宿、农家乐也很难搞起来。
更难的是，漫山岛位于太湖一级保
护区内，全岛限制开发，房屋不能
翻建，几乎很难寻到社会资本来投
资。

漫山岛的振兴，不得不另辟蹊
径。在三任“第一书记”接力下，通
过苏州市政协牵线搭桥，苏州文旅
集团最终被打动，并做出一项重磅
决定——投资2.75亿元，对漫山
岛进行整体分期开发，以“生态修
复、环境整治、风貌保护、富民共
享”为原则，重建“桃花源”。

“这对于我们这个年均收入不
足250万元的村子来讲，想也不敢
想！”马志勤介绍，为了解决不能搞
建设的问题，村里成立股份合作
社，把村民闲置房屋租下来后，转
租给苏州文旅集团进行改造，每户
租期20年，按面积算钱。“荒废多
年的民房出租，每年也能拿到一两
万元的租金，岛上老人有了固定收
入来源。”

眼下，签约的48栋民房中，23
栋正在改造。在苏州文旅集团请
来的专业设计团队手中，越来越多
的老房子重焕光彩。村口，曾经的

“吴县太湖漫山小学”已经被改造
成“鸟类图书馆”。岛上已发现的
120多种鸟类，是图书馆的创意来
源。顺着小河向村子内部走去，游
客中心、酒店客房、花房、撸猫咖啡
馆……散落在村中的一个个不起
眼小院，里面别有洞天。预计今年

“七一”前后，整岛就将对外开放，
进行规模化试运营。

“桃花源”里又逢春

□ 本报记者 刘浏 朱娜 李宗长
吴昌红 付岩岩 孙庆

这个牛年春节，有这样一批特殊的
“原年人”——语言学家、外籍经理人、
伊拉克留学生、美籍华人建筑师、台生
和台企老总，他们响应号召、留在江苏

“就地过年”，在安宁祥和的江苏积蓄向
前的力量，追逐更大的梦想。新华日
报·交汇点记者走近他们，听他们说说
自己的春节故事和牛年心愿。

爬紫金山逛夫子庙，他们的
牛年心愿是留在江苏工作

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在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读书的沃达和沙乐今年
留在南京过年，两个小伙子来自伊拉
克首都巴格达，这个新年，他们逛逛老
门东，爬爬紫金山，跟朋友小聚，过了
一个安宁祥和的中国年。

“这里很安静、很和平，南航的教
学质量也很好。”提起沃达和沙乐现在
的生活，他们儿时的朋友们都很神
往。更让朋友们羡慕的是中国的抗疫
工作，作为亲身体验者的沙乐也很自
豪，“中国关于疫情的各种管理措施我
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对于病毒的控
制速度非常快，这是我们意想不到
的。”已经硕士毕业的沙乐正准备试着
在南京这个他心目中“安静而和平”的
城市找份工作，追逐新的梦想，这就是
他的牛年心愿。

大年初四，台生刘珍如一大早来到
实习的江苏省人民医院值班，这是刘珍
如第一次春节没有回台湾，也是她第一
次在南京的医院里值班过年。刘珍如
的男朋友陈嘉希是她的同学，这个春节

假期两个人都留在南京值班，空闲时他
们一起去爬了紫金山，也去夫子庙看了
灯展，并买了盏花灯，过了一个地地道
道的南京年。

“每逢春节，我的母亲都会在家中
摆上一盆兰花迎接新的一年，寓意富
贵长寿。今年虽然无法与家人一起度
过，我特意去汉中门花卉市场买了一
盆兰花，放在医院，希望兰花能给病人
们带来希望，平安长寿。”刘珍如说，很
快要毕业了，希望能留在南京的医院
工作。

吃上特别的团圆饭，他们的
牛年春节热闹非凡

忙碌一年，新年谁都想吃上家里
的团圆饭。今年，无论是外籍经理人，
还是台企老总，虽然留在江苏过年，却
也吃上了团圆饭，过得热闹非凡。

“感谢南京市台协刘鸿宽副秘书长
组织两岸团圆年夜饭，祝大家新年快
乐，牛气冲天！”“大年初一，感谢南京台
协刘耀源秘书长亲自下厨，留宁过新年
真不错！”

大年初一，南京伊诺光点创梦基
地总经理钱振汉连发几条朋友圈。
2013年，来自台湾的钱振汉到南京参
与青奥会的宣传工作，因喜欢上南京
就留下来创业。今年是他第一次留在
南京过年，但他的新年和朋友圈一样
热闹。

“南京海峡两岸科技工业园里的台
湾人很多，大多没有回去，所以大年夜
的时候大家约好在一起吃饭。初一到
初七，有很多朋友邀请我们去用餐，今
年过年和往常一样热闹。”钱振汉说。

“减少人员流动，减少路途风险，

今年我们就地过年。”为配合政府春节
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早在距离春节
假期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富来（上
海）压铸机有限公司总裁罗吾德就把
他在上海的办公室“搬”到了南京河
西，在妻子任职的德国巴登符腾堡州
驻华代表处的一间会议室在线办公。

罗吾德来自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
地区，2003年，罗吾德与南京姑娘黄
燕相恋，组建家庭后，他才真正感受到
什么是地道的中国年。跟妻子一家人
吃年夜饭成为他每年春节最期待的事
儿，冷碟热盘，有荤有素，十几道菜摆
得满满当当，还有“步步‘糕’升”“年年
有‘鱼’”这类跟菜品相关的美好寓意，
非常有趣。

包饺子陪家人，他们的牛年
目标是让城市更美好

“除夕夜我去了一个朋友家包饺
子，过年一定要包饺子！”今年，“汉字叔
叔”理查德·西尔斯在南京过春节。

“汉字叔叔”对很多人来说早已不
陌生。来自美国的他因为热爱汉字和
中国文化来到了中国。2019年，他来
到南京成为一家科技公司的特聘专家，
并在这里定居下来。凭借在汉字研究
方面深厚的造诣，2020年，他不仅获得
了南京市给予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金
陵友谊奖”，还申请到了中国“绿卡”，

“在中国生活十几年，终于在南京找到
了家的感觉。”

去年年底，他在颇受年轻群体欢
迎的哔哩哔哩弹幕网开设了账号“汉
字叔叔教识字”，开始以视频的形式用
英语讲解汉字的故事。汉字背后的故
事是非常有意思的。短短两个多月时

间，收获十万粉丝。“比如‘牛’是非常
典型的象形文字。这是牛的两个角，
下面这一横是牛的两个耳朵，中间一
竖是它的鼻子。”汉字叔叔写下甲骨文
的“牛”字，将它的象形来源一一道
来。汉字叔叔正在写一本书，把他30
年来研究的汉字故事用文字讲给人们
听。“希望在新年里我能完成这本书。”

过去的鼠年，对于归国发展的美籍
华人建筑设计师柳翔来说，机会和挑战
是他的关键词。柳翔自小生长在南京，
清华大学建筑系本科毕业后，前往哈佛
大学设计学院念硕士，柳翔毕业后在纽
约SOM等著名建筑事务所担任高级
设计师，是美国注册建筑师。“我希望把
国际上先进的建筑设计、规划理念与技
术介绍到中国，并按照国际标准，为业
主提供高质量的设计服务，为中国城市
建设尽我的绵薄之力。”

春节前夕，柳翔带领的团队入围盐
城200米高的城投大厦策划和概念设
计投标。而预计于2021年4月底建成
的南京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核心区现
代化的幼儿园、小学及邻里中心，也是
柳翔负责的项目。

忙碌了一年的他，牛年的春节怎么
过？柳翔说，“今年过节不远行，以前过
年出国游，现在安心陪家人，疫情后，父
母和祖国才是我最深的牵挂。游泳是
我最大的爱好，我可以一次连游6000
米，春节要好好地游几天。”

在第二故乡江苏，
他们“就地过年”很精彩

□ 本报记者 晏培娟 钱飞
通讯员 笪倩倩

2月6日上午，句容市白兔镇
白兔村，全国劳模纪荣喜的草莓大
棚里格外热闹。棚内空地上，白兔
村草莓种植示范党支部的11名党
员坐在小板凳上围成一圈，进行春
节前的最后一次党课学习。

白兔村有党员237名，绝大多
数是从事草莓种植的果农。2018
年，白兔镇在草莓田间成立了白兔
村草莓种植示范党支部。纪荣喜
担任支部书记，通过“劳模做给果
农看、党员带着果农干”的方式，助
推草莓产业由过去单纯的增产向
提质转变。

“省两会提出，要开启‘强富美
高’新篇章，我们应该怎么做？往
小了说，就是要种出物美价廉的草
莓；往大了说，就是带头提升草莓
等应时鲜果品质、提振句容白兔草
莓品牌；往深了说，就是要握紧‘亚
夫精神’接力棒，通过做强优势农
业产业，助推白兔成为农业强镇，
为乡村振兴提供‘白兔经验’。”作
为主讲人，纪荣喜首先向党员们传
达今年的省两会精神。

党员王虎香在本子上快速记录
学习要点。“我们支部的党课一点也

不枯燥，纪书记紧扣会议精神、大政
方针，把咱们党员接下来该怎么干、
怎样才能带着老百姓一起向前跑，
说得明明白白。”王虎香告诉记者，
在党课课堂上，每名党员都可以结
合自身实际提想法，大家集思广益，
一起推动白兔草莓做大做强。

陈越、章启祥、屠波涛等年轻
党员，通过严选分级，让草莓从普
通农产品摇身一变成为时髦健康
的“伴手礼”，用草莓制成的花束在
社区团购、微店上销售火爆。“去年
底第19届中国（句容）草莓文化旅
游节举办后，白兔草莓被全国各地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线上草莓
销售量也在不断上升，但是咱们有
些果农年龄偏大，不会使用网络进
行销售，还有部分果农也尝试了线
上销售，却因为订单量有限，物流
价格过高，最后只能作罢。”陈越在
课上提出，支部能否整合资源，一
方面提升白兔草莓线上销售比例，
另一方面邀请策划团队打造网红
爆款，让白兔草莓叫得响、走得远。

陈越的建议得到与会党员响
应。大家一致决定，要将该建议作
为春节后支部头件大事推进。“我
们还要把建议完善一下，上报到镇
党委，请镇党委给予一定支持。”纪
荣喜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草莓棚中上党课

18日是春节假期后上班第一天，中铁四局的工人们在南沿江铁路跨南京秦淮河特大桥进行承台锁口钢管桩围堰施工。 本报记者 陈俨 摄

“汉字叔叔”、伊拉克
留学兄弟……
扫码关注他们的春节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