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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党史，汲取发展力量。记者
近日在上海、浙江、河北、陕西、贵州、青海
等地走访看到，围绕党史教育，各地探索创
新学习活动，通过用好红色资源、创新教育
形式、打造精品党课等掀起学习热潮，让红
色历史深植广大党员干部心中，在建党百
年之际磨砺更大使命担当。

用好红色资源 走进红色历史
青海省西宁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

念馆内，历史照片、战场往来电报文件、访
谈记录等珍贵资料文献，以及烈士遗物、幸
存者用品等，在雕塑、多媒体等手段运用
下，全景还原出当年西路军英勇西征的各
主要战场，再现了广大西路军干部战士“革
命理想高于天”的伟大情怀。

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医疗保障局
工作的解永凯到西宁市参加培训，其中一
项内容就是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学习党史。“看到展馆里的实物、图片，我对
先辈的牺牲有了深入的认识，我要继承西
路军先烈的革命理想和精神，更好地扎根
基层，为人民服务。”解永凯说。

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青海省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注重倍加珍惜党
的历史、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
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善于运

用党的历史，真正用百年党史鼓舞斗
志、明确方向。

在浙江，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根据
省委部署，结合实际，突出“红船味”“浙江
味”，注重“红色根脉”，紧锣密鼓地启动党
史学习教育各项工作。

一处处红色地标成为党史学习教育
的现场课堂。杭州市深挖革命老区红色
根脉，依托属地红色资源，通过讲好身边
红色故事、开设身边红色课堂、盘活身边
红色家底等形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传承
有序开展。宁波市组织社科理论界专家
学者开展学习讨论，借助“周二夜学”“凉
亭党课”学习品牌等平台深化学习成效，
运用集中授课、组织观看红色话剧《张人
亚》、实地参观张人亚党章学堂、浙东革命
根据地纪念馆等形式，把党史理论知识转
化为大白话、本地话。金华市以陈望道故
居和施光南、施复亮故居、刘英烈士墓等
为重点，精心打造“星耀八婺——信仰之
旅”红色文化信仰线路。

创新教育形式 推进入脑入心
党的诞生地上海在充分利用丰富红色

资源、红色基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同时，
注重讲活历史故事、用活红色资源、搞活教
育形式，生动鲜活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通过

方式方法创新，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
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日前，互联网企业“饿了么”入驻的
普陀区近铁城市广场内，20 名积极向党
组织靠拢的“外卖小哥”正在近铁城市广
场“楼委会”的“蓝骑士加油站”听党课，
授课老师通过对“初心”“初心地”“初心
事迹”的解读、对红色历史的追寻与分析
等，激励大家通过学习传承红色精神、提
升自身修养，更好地为建设人民城市贡
献力量。

新学期，为更好地在广大师生中推进
学习党史教育常态化，贵州医科大学大健
康学院结合青年学子特点和需求，创新推
出了“送你‘四朵’小红花学‘四史’系列红
色主题活动”，包括开展读红色经典、讲红
色故事、办红色知识竞赛、举办“抗疫云分
享会”等，让红色文化更加入脑入心。

“这些活动让我更深入地走进了红色
历史，更加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更加
体会到幸福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该学院
学生吴利成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只有让学生切
实了解红色历史文化，才能更坚定他们爱
党、爱国的自信。”贵州医科大学大健康学
院党委书记桂晓玲介绍，学院还借助微视
频、微动漫、网络知识竞赛等丰富学生学习

“四史”的形态，增加学生多元体验，让红色
教育浸润广大师生内心。

打造精品党课 传承红色基因
《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春天的故事》

《走进新时代》……陕西省宝鸡市西建集团

非公党建学院办公室，教务部主任刘凯正
与特邀老师商量4月份新学员“音乐党课”
曲目。

为庆祝建党百年，西建集团探索了
“音乐党课”“情景党课”“微视频征集”等
多种党史学习方式。自2021年1月以来，

“音乐党课”已经举办过3期。课堂上，教
师先介绍了一首红色歌曲的背后故事、诞
生背景，将党史知识贯穿其中；再请声乐
老师现场教唱歌曲，最后组织小组比赛丰
富课堂形式。

“没想到平时耳熟能详的歌曲有这么
多感人的红色故事。”将党史教育与音乐相
结合的学习方式让学员们兴致盎然。

据了解，河北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大力弘扬以“两
个务必”和“赶考精神”为主要内容的西柏
坡精神，激励党员干部坚定不移走好新时
代赶考路。

近日，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葛渔城镇
在安次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举行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会。

培训基地党史展厅陈列着革命战争年
代当地群众为战士们做鞋的工具。年近
90岁的老党员于开荣是当时的妇女主任，
负责组织村里妇女纳鞋底支援前线。于开
荣边演示边说：“部队在前方打仗，百姓在
后方支援，军民一心，才能取得胜利。共产
党员什么时候都要不忘初心，要时刻为群
众着想，为群众办实事。”

新华社记者 郭敬丹、俞菀、齐雷杰、
李亚楠、骆飞、李宁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知史爱党 初心如磐
——各地创新形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长城云海似画卷

在吉林市革命烈士纪念馆，一座魏拯
民的塑像矗立在正门前，高高的鼻梁上架
着一副圆框眼镜，面容清瘦，神色坚毅。

塑像坐落在巍巍长白的群山之间，
几公里外，松花江静静流淌。伴着讲解
员的讲述，我们的思绪回到那个山河破
碎的年代……

1936 年，正月，山西屯留。关文濬又
一次打开了儿子魏拯民（原名关有维）从东
北辗转寄来的信，信里写道：

“父母双亲台鉴：时间飞逝……离家……
已四年有余，甚念！……自古忠孝，很难两
全……”

关文濬并不知道，表面上书生气十足
的儿子，已是东北抗日队伍的中流砥柱。
1936年7月后，魏拯民任中共南满省委书
记、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第一
路军副总司令。

东北抗日联军，是日本侵华时期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它是党创
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
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

白山黑水间，魏拯民与时任第一路军
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的杨靖宇并肩战斗，指
挥所部在辉南、抚松、濛江（今靖宇）、金川、

桦甸等地打击敌军，挫败日伪军多次大规
模“讨伐”，曾指挥大沙河、寒葱岭等战斗。

思儿心切的关文濬，打算去东北看望
魏拯民。路途遥远，妻子特别叮嘱他给儿
子带上两瓶山西醋。

一路辗转到了哈尔滨，顺着地址，关文
濬来到了魏拯民的借住地，却扑了个空。原
来，魏拯民已奔赴东满，开展革命活动去了。

未见到儿子，关文濬有些失望，他在哈
尔滨待了几天，也未等到魏拯民回来。

就这样，带着遗憾，关文濬回到了山西
老家。他怎么也想不到，此行去东北，竟是
离儿子最近的一次，往后余生，却再也见不
到儿子了。

1939年冬，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
日趋严峻，抗联战士们在严寒中与侵略者
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缺物资、缺装备、缺
给养，他们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

魏拯民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长
期患心脏病和胃病。即便如此，他始终保
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魏拯民不仅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军事指
挥员，更是一位稳重老练的政治工作者，他
不顾疾病折磨，常常昼夜不停地起草文件、
写报告。

“斗争越是艰苦，斗志越是昂扬！”讲到
动情之处，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
处长尹是罡眼含热泪。

“战士们见魏拯民日渐消瘦，都为他担
忧，但他总和大家说：病怕什么，不怕身体
病，就怕思想有病。”尹是罡说。

魏拯民坚定的信念感染着抗联战士，
激发着他们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吉林省
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曾宪委说，
杨靖宇牺牲后，敌人原以为抗联一路军将
一蹶不振，很快会瓦解。

但抗联战士们英勇战斗的事实，让敌
人不得不承认：“杨靖宇牺牲后，魏拯民代
彼指挥”“甚至还全部消灭了我们一个团的
讨伐队”。

既要浴血奋战，又要与病魔斗争，积劳
成疾的魏拯民于 1941 年 3 月 8 日病逝，年
仅32岁。

“先烈的事迹，流传在长白林海。”魏拯
民烈士的殉国地吉林省吉林市桦甸市红石
林业局黄泥河林场党支部书记韩小平说，
如今，林业工人们继承着先烈的精神，用自
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青山绿水。他们每
天都要在山间跋涉十几公里，打击盗伐、守
护山林、栽植树木，不论寒暑。

山林更美了，也更兴旺了。栽木耳、种
野菜、种中药……谈起这些年的变化，林业
工人张永海深有感触。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抗联战士拼死保卫的土地，已是生机

盎然；
抗联战士誓死保卫的人民，如今生活

安乐祥和。
长白山脚下的抚松县锦江木屋村，依

山而建的村落安静祥和，这里保存有完整
的满族古木屋建筑群。可谁能想到，这片
村落，几年前还是一片“人稀屋空”。当地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起乡村旅游，村
子热闹起来了。

人气旺了，产业丰富了，村民生活好
了。在长春市九台区清水村，苗木花卉产
业是村子美丽兴旺的“秘诀”。清水村党总
支书记单海龙说，村里成立专业合作社，建
起了产、供、销为一体的苗木花卉产业链，
带动当地农民就业5万余人次。

从长白山脚下，到松嫩平原之上，吉林
立足老工业基地、全国商品粮基地等优势，
一批新产业项目茁壮成长。

在中车长客的高速动车组生产车间
里，一列列“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整齐
列队。前段时间，我国自主研发的时速
400公里跨国互联互通高速动车组在这里
下线。列车可在不同气候条件、不同轨距、
不同供电制式标准的国际铁路间运行，能
让国际、洲际旅行更便捷。

“在魏拯民的殉国地工作生活，党员干
部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既要保护好森林
资源，又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韩小平说，

“只有这样才能告慰先烈。”
（新华社长春电）

追忆东北抗联真英雄
新华社记者 陈 俊 段 续 徐子恒

黄河壶口瀑布迎来“桃花汛”
这是3月13日拍摄的黄河壶口瀑布。受近日气温快速回

升和上游融冰开河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桃花汛”。壶口
瀑布水量增大，形成壮美瀑布群。据悉，3月13日9时，黄河
内蒙古段最后封冻河段平稳开通，凌汛洪水安全进入万家寨
水库，这标志着黄河安度2020～2021年度凌汛期。

新华社发（吕桂明摄）

新华社布鲁塞尔 3 月
12日电 （记者沈忠浩、李骥
志）欧盟委员会12日发布新
闻公报说，中欧投资协定将
给赴华投资兴业的欧洲企
业、投资者和服务供应商提
供更多法律确定性、更好的
市场准入条件及更公平的
参与规则。

欧盟委员会说，中国市
场规模大、成长迅速，是欧
盟的关键贸易伙伴。今后
五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
的贡献预计将接近30%。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
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中
欧投资协定提供了一个明
确、可执行的规则框架，将
为欧盟企业在华投资提供
更大的市场准入机会及更
多确定性。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中
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国商
务部近日表示，中欧双方正
在开展文本的审核、翻译等
工作，按照既定的程序，力争
早日签订协定。

欧盟：

中欧投资协定将给欧企
赴华投资带来更多确定性

美国司法部 12 日宣布
继续调查今年年初国会大厦
遭暴力冲击事件，预计将再
起诉100多名嫌疑人。

路透社报道，美国司法
部此前已就本案起诉 300多
人。检方在提交给法庭的材
料中说，本案的调查极其复
杂，一方面被告人数非常多，
另一方面证据性质复杂、数
量庞大。

检方说，执法人员已在
全美执行超过 900次搜查任
务，获取的视频录像证据超
过1.5万小时。

现阶段，联邦调查局正

在着重调查那些与右翼极端
组织有牵连的嫌疑人。

司法部代理副部长约
翰·卡林 2 月曾告诉媒体记
者，司法部正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和规模”推进相关调查，

“必须追究那些人的责任”。
今年 1 月 6 日，大批时

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的支持者突破警察封锁，闯
入国会大厦，迫使正在举行
的 2020 年总统选举结果认
证过程中断。这一事件导
致 5 人死亡，超过 130 名警
察受伤。

杨舒怡（据新华社电）

美国继续调查暴力冲击国会事件
将再起诉上百人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玛丽亚·扎哈罗娃 13 日说，
美国信息技术企业“武断”

“不加甄别”地审查内容，美
国政府的目标是利用信息
技术“在所有领域搞不公平
竞争”。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
道，扎哈罗娃是在回应美国
一些信息技术企业在克里
米亚并入俄罗斯七周年之
际封禁部分与俄罗斯和克
里米亚相关内容时作出上
述表态的。

2014 年 3 月 16 日，克里
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举
行全民公投，超过九成投票
者同意脱离乌克兰、加入俄
罗斯。乌克兰政府不承认

上述公投，反对两地并入俄
罗斯，西方因此对俄实施经
济制裁。

俄罗斯联邦通信、信息
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 10
日说，自 2017 年起，该局已
向美国社交媒体推特发出超
过2.8万次通知，要求其删除
涉及吸毒、儿童色情和煽动
未成年人自杀等非法内容的
链接和帖子，但推特未能满
足相关要求。因推特在俄未
遵守相关法规，即日起降低
推特在俄境内的服务速度。

这一监管机构强调，如
果推特继续违反俄方相关法
规，将面临在俄境内被完全
封禁的后果。

郑昊宁（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

美国利用信息技术搞“不公平竞争”

这是3月13日在金山岭长城拍摄的云海景观。一场春雨过后，位于河北省滦平县境内的金山岭
长城出现云海景观，长城、山峦与云海交相辉映，美如仙境。 新华社发（王立群摄）

德国处在第三波疫情初期
3月12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人们站在一家新冠病毒检测

中心的入口前。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洛塔
尔·威勒12日表示，德国正处在第三波新冠疫情初期。据罗伯
特·科赫研究所12日发布的数据，截至当天零时，德国较前一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2834例，累计确诊2545781例；新增死亡
病例252例，累计死亡73062例。 新华社发（斯特凡·蔡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