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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慧） 4月2日上午，江苏省暨南
京市青少年代表凭吊革命先烈活动在雨花台烈士陵园
举行。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少
工委和南京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与南京市中小学生
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
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

清明前夕的雨花台烈士陵园内，苍松似海，翠竹成
林。烈士纪念碑前，“宁死不屈”革命烈士塑像昂然屹
立，象征革命精神薪火相传的“长明灯”在鲜花簇拥下
燃烧。上午10时，活动在高亢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
旋律中正式开始，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雄壮的国歌声响彻雨花山岗，表达对革命烈士英灵的
告慰。随后，大家庄严肃立，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国家富强而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少先队员代
表向英烈献词，并唱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高举右
手、齐致队礼，表达他们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沿
着前辈的光辉足迹，接力前行的志向。

伴随着乐团深情的《献花曲》，来自南京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国旗班的12名学员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
纪念碑，将花篮一一摆放到革命烈士塑像前。松柏交
翠，鲜花吐芳，寄托着江苏千万青少年对革命先烈的深
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在慷慨激昂的《国际歌》中，参加
活动的全体代表缓步绕行一周，深情瞻仰雨花台烈士
纪念碑，向革命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据悉，省委宣
传部、省文明办、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妇联、省关工委
以“童心向党”为主题，整合各方资源，线上线下联动开
展了主题征文、讲红色故事、红领巾寻访、网上签名寄
语等导向鲜明、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贴近青少年实际
的教育实践活动，加强青少年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激励和引导广大未成
年人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主题、汇入复兴伟业，争做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省暨南京市青少年代表
凭吊革命先烈

本报讯 （记者 付奇） 4月2日上午，南京市政协
办公厅、中山陵园管理局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
广场联合举办“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2021年清明凭吊
抗日航空烈士活动，纪念和缅怀抗日航空烈士，重温党
的光辉历史，在学习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
中践行初心使命。

上午9：30，凭吊仪式正式开始。全体肃立，奏唱
国歌，南京市政协办公厅、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抗日
航空烈士纪念馆、南京航空联谊会、烈士亲属代表分别
向抗日航空烈士敬献花篮、整理挽联，全体人员向抗日
航空烈士三鞠躬，表达对航空英烈的无限缅怀和敬
仰。现场凭吊仪式之外，“2021清明凭吊抗日航空烈
士云祭扫H5页面”也于当日上线运行。

当天，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联合南京市档
案馆、南京市社科联等单位共同策划举办的《红色丰
碑——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专题展开展。展
览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南京江宁横山、溧水李
巷、六合竹镇及高淳西舍等地的抗战故事、民主建政
及精神传承为主线，除140余张珍贵图片外，还特别
展出40多件革命文物和档案。

南京各界人士
祭奠抗日航空烈士

□ 本报记者 虞 越

樱花烂漫的“鼋头渚”、盛产龙虾的“盱眙”、拥
有会船文化的“溱潼”⋯⋯这些地名怎么读？江苏
有哪些外地人容易读错的地名？这些地方的历史
和文化你又是否了解呢？扫码点击文中图片，查
看正确读音，搜罗假期好去处。

来看看，江苏有哪些
容易读错的地名？

□ 本报记者 徐 宁

“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
国正。我们这代青年人虽然很少听到
长辈们训示家规家训，但是不代表咱们
家没有家风传承⋯⋯”清明前夕，淮安
市淮安区城资公司主题党日活动中，青
年党员畅所欲言，畅谈家风建设。

在淮安区纪委监委派驻第六纪检
监察组的指导下，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以颂清廉家风为主题，淮安区城资公司
组织青年党员开展这次主题党日活动，
学习讨论先贤优良家风故事。分享周

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
故事，学习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当
代优秀共产党人的家风事迹，大家纷纷
表示，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传承艰苦
朴素、廉洁自律、为民奉献的传统，把好
的家风家训发扬光大。面对新形势、新
任务、新要求，区城资公司希望以主题
党日活动为载体，加强青年党员自身作
风建设，营造国有企业廉洁干事创业氛
围。2021年以来，城资公司在元旦、春
节、清明节等各个重要节点，组织观看
警示教育片、组织节前廉政谈话及重点
岗位人员谈话等活动。

清明时节齐话清廉家风

4 月 2 日上午，省人社厅党组及各处室、直属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主题为“缅怀英烈精神，
勇担人社使命”的清明云祭扫英烈活动。在省人社
厅机关党委书记、副厅长陈健的主持下，祭扫人员
通过现场大屏幕向英烈致敬、默哀并敬献花篮。三
鞠躬后，省人社厅厅长戴元湖带领大家重温入党誓
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
守党的章程⋯⋯”

缅怀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形式新颖不失庄重的
祭扫活动给与会人员留下深刻印象。省人社厅机关
党委二级主任科员张宁表示，入党 10 多年来,这是
第一次通过云祭扫的方式祭奠英烈。通过重温入党
誓词，对英雄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接受了一次生动
的爱国主义教育。

4 月 1 日，省委党史工办理论学习中心组、各设
区市党史部门负责人等70余人赴南京市高淳“红色
堡垒西舍”，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扎实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常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任
李亚雄表示，江苏是红色资源大省，参观红色基地、
红色场馆，拉近了我们与重要党史事件、党史人物和
革命英雄的距离，更有入心入耳的效果。通过祭扫
缅怀先烈，党史工作者们接受了精神洗礼、升华了理
想信念、锤炼了党性。他们表示，一定要在党史学习
教育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体现
党史工作者的担当作为和精神风貌。

4月1日上午，全省法院新入额法官培训班120
名学员来到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前，缅怀革命英烈、默
哀致敬英雄。祭扫结束后，大家心情久久难以平
复。徐州市鼓楼区法院执行局局长李新说：“每一个
向死而行的生命背后，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英勇故
事；每一个热血燃烧的忠魂，都有义无反顾、不屈不
挠的民族精神。作为新时代的政法干警，我们要把

‘对党忠诚 履职尽责’镌刻于心，将‘公正司法、担当
作为’固化于行，以开拓创新精神和真抓实干作风再
创佳绩。”

清明节期间，省法院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安排，向
全体党员干警发出了“云祭奠英烈活动”倡议，各党
支部结合清明假期部署开展“点亮红色地图”“寻访
身边的红色故事”“打卡红色印记”等活动。

4 月 2 日，省政府信访局 55 名信访干部来到雨
花台烈士陵园，在烈士纪念碑前整齐列队，向纪念
碑三鞠躬，现场重温入党誓词，并参观“信仰的力
量——雨花英烈生平事迹展”。大家表示，要传承
弘扬革命先烈崇高精神，切实履行“为民解难、为党
分忧”政治责任，热情接待每一批来访群众，认真办
理每一封群众来信，始终带着感情和责任推动解决
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努力实现群众合
理诉求“最多访一次”，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4月2日上午，“铭记光辉党史 传承红色精神——
把周总理家乡建设得更美更好”云直播接力活动在
淮安市周恩来纪念馆拉开帷幕。党员代表600余人
在四个红色教育基地参加云直播接力活动。在周恩
来纪念馆，大家重温入党誓词；在刘老庄八十二烈士
陵园，烈士亲属及村干部开展实境课堂；在车桥战役
纪念广场，青少年诵读革命诗歌；在黄花塘新四军军
部纪念馆，90 后青年集体言志。“云直播”等创新传
播手段进一步发挥了红色基地教育作用，展示了革
命老区淮安人民传承红色精神的奋进姿态。

4月1日下午，盐城市总工会机关干部走进新四
军纪念馆，集体向革命英烈们鞠躬献花，向革命英烈
表达深深的敬意。走进展厅，大家伫立宋公碑前，军
民同心、众志成城修筑捍海大堤的场景如在眼前。
走近一张张黑白照片，在家书上、从文物中，全体党
员追寻红色足迹，重温新四军烽火岁月，感受革命先
烈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盐城市总工会副主席周
彩枫表示，全体工会干部将通过党史学习教育，从革
命先辈的红色基因中汲取奋斗力量，重整行装再出
发，在新征程上不断开创盐城工会工作新局面。

清明节前夕，连云港市各单位纷纷开展“学党史
祭先烈”活动，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当年我年纪虽小，但我也要跟着队伍杀敌⋯⋯”赣榆
区班庄镇组织50名党员干部赴抗日山烈士陵园开展

“缅怀先烈忆初心”主题党史学习教育，聆听93岁高
龄的老党员马入营讲述亲身经历的抗战故事。“作为
一名年轻共产党员，我要从党的百年伟大征程中汲取
前进的智慧、奋进的力量，更好地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班庄镇宣传委员孙睿说。

在东海安峰山烈士陵园，海州区检察院开展了
“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党日活动。全体
干警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肃立默哀，追
忆烈士们的丰功伟绩，缅怀革命先烈的伟大革命精神。

3月31日上午，“清明祭英烈 丰碑励前行”主题
活动在苏州烈士陵园举行，各界代表共120人参加祭
扫活动，缅怀革命烈士，弘扬革命精神。烈士后代、88
岁高龄的军休老干部李务民缓步来到纪念碑下，满怀
深情地诵读父亲留下的诗词，寄托对父亲的思念。在
李务民的感染下，少先队员、青年干部、军休老同志代
表分别诵读《献给烈士》《囚歌》和革命烈士家书，表达
了三代人继承英烈遗志、勇担历史使命的伟大志向。

4月1日下午，江苏警官学院治安管理系学生一
大队党支部党员师生共赴雨花台烈士陵园，开展“学党
史忆先烈，温誓词筑忠诚”雨花台英烈祭扫活动，在“学
思悟践”中学习党史，体悟百年奋进路的波澜壮阔。

“看到邓中夏、恽代英等英烈的事迹，我深受感
触，脑海中不由想起我的爷爷。”治安管理系学生一
大队区队长侍子淼说，爷爷参加过解放战争，每次回
家，爷爷都会和自己讲起战争年代的故事。“走过硝
烟弥漫的战场，如今的和平来之不易。”侍子淼说，作
为青年党员，我们要学习雨花英烈为真理上下求索、
为信仰砥砺前行的红色精神。

“我的父亲王龙，出生在扬中一个书香之家，抗
日战争爆发后，他投笔从戎，参加了新四军⋯⋯”4
月 2 日，王立荣在江苏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王龙
纪念亭倾情讲述父亲王龙烈士的英勇事迹，让现场
师生在革命故事中接受洗礼，深切体会理想和信仰
的光芒，从中汲取前行力量。在江苏大学举办的“唱
国歌、忆党史、感党恩”缅怀革命先烈主题教育活动
中，师生们依次向王龙烈士献上小白花，悼念这位为
国牺牲的革命志士。

4月2日上午，江苏省暨南京市青少年凭吊革命
先烈活动在雨花台烈士陵园展开。来自南京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国旗护卫队的 21 名士官生担任本次凭
吊仪式的礼兵。“仪式过程中，我强烈感受到现场肃
穆庄重的氛围。作为礼兵，背对纪念碑看着面前的
青少年和人民百姓，我的内心非常激动！”担任礼兵
的卢文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东南大学的建筑学院、吴健雄学院和网络空间安
全学院多个团支部也于4月2日来到雨花台，举办“铭
记历史·砥砺青春”主题团日活动，缅怀在革命战争年
代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英勇献身的革命英烈。作为东
大“小雨滴”志愿队中的一员，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
2019级学生王开晨曾无数次来到这座由东大建筑学
院泰斗杨廷宝院士和齐康院士合作设计的陵园，无数
次为瞻仰者讲述长眠于此的英烈故事。“东大和雨花台
结缘颇深，每次在这里做志愿服务，我都深受感动，很
高兴自己能为传承革命精神出一分力。”他自豪地说。

4 月 2 日上午，苏州大学举行“学党史·祭英烈”
主题活动，师生们走进苏州大学党员英烈生平事迹
展览馆开展党日活动，集体观看了《初心不改 浩气
长存》党员教育片，师生们被雨花英烈丁香同志（苏
州大学校友）坚贞不渝的革命信仰以及她与丈夫乐
于泓的感人事迹深深打动。“丁香烈士的背后，是一
段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故事。在她身上，展现了共
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和为民牺牲
的大无畏精神，这是我们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的鲜
活党史素材。”苏州大学党委书记江涌说。

江苏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清明祭英烈”活动——

从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中汲取奋进力量

□ 本报记者 沈 蕾

清明节是缅怀先人、寄托哀思的传统节
日。清明祭扫千万条，安全防范第一条。文明
祭扫，才是清明的正确打开方式。

科普连连看

清明祭扫，这些提示很重要

□ 本报记者 王梦然

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3月31
日上午，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在校内
海棠园举办“三地连线”践初心、颂党恩
活动。北京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创始
会长、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西藏日喀则
市儿童福利院一院孩子们，通过视频连
线方式，与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师生
一起“云游”海棠园，共同缅怀周恩来总
理，赓续红色基因，汲取信仰力量。

春天的海棠园花团锦簇、景色宜
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汉白玉雕像矗立
在海棠园广场上。

“我来自西藏日喀则市儿童福利
院，从小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长大，周
恩来总理一直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和榜
样。作为学院海棠花宣讲团的一员，我
有责任传承和弘扬周恩来精神。”琼拉
是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2019级市场

营销专业学生，从小在福利院长大，她
利用假期时间，曾经走访西藏8个福利
院，宣讲周恩来精神，传播学校海棠文
化。活动中，她带着福利院里的“爸爸
妈妈”、兄弟姐妹们，一起“云游”了海棠
园，瞻仰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雕像。

“在千里之遥与西藏的孩子们、苏
电院的师生们见面，感到十分亲切。”
周秉德在连线中，讲述了周恩来总理
情系少数民族的故事，她寄语师生们
更加认真学习，掌握科学知识，不断钻
研创新，开发先进技术，把家乡建设得
更加美好，把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
美好。

学校党委书记裔大陆表示，作为周
恩来总理家乡的学校，江苏电子信息职
业学院一直以来将周恩来精神作为立
心铸魂、教书育人的底色。今年，学校
将学习、传承和弘扬周恩来精神，作为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

京苏藏三地连线学党史

海棠园里传承恩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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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接 >>>

▶上接 1 版 勇当科技和产业创新的
开路先锋。要密切关注、准确研判经
济形势，精准施策、精准发力，及时帮
助困难行业、困难企业、困难群体排
忧解难，持续巩固经济恢复性增长态
势。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
发展，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促进平
台经济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品
质生活。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
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全力推动生产
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减污降碳协同治
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
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要大力实施乡
村 振 兴 战 略 ，促 进 城 乡 区 域 协 调 发
展。要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入推进“一带一
路”交汇点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打造新时代
改革开放新高地。要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八个更”补

短板、强弱项，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增进
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防
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抓好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推动扫黑除恶常
态化，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要认真开展政府系统党史
学习教育，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以过硬成果确保“十四五”
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强调，清明、五一假期即将来
临，各级各部门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进一步抓好安全生产、防火灭火、值班
值守、应急处置等工作，落细落实交通
运输、消防、森林防火、化工及危化品、
城市安全、文化旅游等各领域安全防范
措施，慎终如始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确保人民群
众平安、祥和过节。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立足新阶段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鲜花朵朵献英雄，芳
草萋萋寄哀思。清明节前
夕，我省各地纷纷举办多
种形式的祭奠英烈活动，
人们在对革命先烈的深切
缅怀中，学习他们为中国
革命英勇献身的伟大精
神，重温中国共产党带领
人民艰苦奋斗的百年历
程，更加坚定继续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信心。

□ 本报记者 于锋 黄红芳 王拓
谢诗涵 钱飞 杨昉

2 日，新华日报社和国网南京供电公司的青年团员来到南京西天寺陵园内的华东人民海
军烈士公墓，走进红色地标，祭奠英烈。 本报记者 宋宁 摄

2日，淮安高校学生、社区工作者等来到八十二烈士陵园祭奠烈士，
重温入党誓词。 赵启瑞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昨日

，南京市建邺区

﹃
颂建党百年

做时代新人

﹄
主题教育活动在

恽代英烈士殉难处启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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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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