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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距离中共一大会址大约1公里的地方，
就是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墙上
铭牌显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和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这里记载着诸多
跨越百年的红色记忆，如今，经常有很多人
来参观这栋石库门建筑。

100多年前，这里是法租界老渔阳里 2
号。1920年，陈独秀等在此办公，中共上海发
起组在此成立。《新青年》编辑部里，进步青年
热烈讨论，探索救国方向。这个普通的弄堂，
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中心，还吸引
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去探究中国革命道路。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从
渔阳里“星火初燃”，到中共一大召开，我们
党已经初步具备了一个现代政党的基本要
素和成立的逻辑过程。

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校对了陈望道
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1920
年8月，这本影响中国历史的小册子正式出
版。“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
是共产主义……”一百多年来，小册子中的
真理养分滋养着中国大地，不断结出甘甜果
实。目前，首版红色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在
全国仅发现12本，上海存有5本。

距渔阳里约2公里，名为“辅德里”的老石
库门建筑是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所在地。它

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寓
所，并且党领导的人民出版社、平民女校等曾
在此办公，《共产党》月刊在此编辑，首部党章
在此诞生……党的事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如今，中共一大会址正在修缮，中共一
大纪念馆正加快建设，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也加紧提升内部陈列，这些场馆都将在今年

“七一”前以新面貌开放，讲述红色历史。
“漫步上海的大街小巷，有许多中国共

产党创建史上的‘第一’。”中共上海市委党
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这座城市为中国共
产党诞生提供了现代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
命运动的各种条件，是初心之地、光荣之城。

根据上海市最新复核统计，上海现存
1919年五四运动到 1949年上海解放这段
时期内的各类红色资源 612处，包括旧址、
遗址497处，纪念设施115处。

繁华热闹的街道中，这些红色地标静
静矗立，记录了百年前进步青年的思考和
呐喊，也见证着当下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复
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一支名为“星
火”的党员志愿服务队在讲解宣言故事、实
践宣言精神；2019年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推出“话说一大：听 00后讲建党故事”中
小学生研学活动，让“小小少年”用稚嫩童
音讲述他们学习到的建党小故事……

在上海，红色历史“走出”老建筑，融入
城市日常。 新华社上海1月19日电

星火，在这里初燃
新华社记者 郭敬丹 许晓青

1月 22日，新增 9个中风险区，分
别为：上海市中福世福汇大酒店，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兰河街道，呼兰
区呼兰街道，呼兰区公园路街道，利民
开发区裕田街道，利民开发区利民街
道，利民开发区裕强街道，利民开发区
南京路街道，道里区工农街道。

调整 4个中风险区为低风险区，
分别为：北京市顺义区北石槽镇西赵
各庄村，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都市
阳光小区、新华区丽都河畔小区，行唐
县滨河小区。

目前，全国高风险地区 6个，中风
险地区66个，分别为：

高风险地区（6个）
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街道融汇社

区。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全域。
河北省石家庄新乐市全域。
河北省邢台南宫市全域。
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全域。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全域。
中风险地区（66个）
北京市（2个）北京市顺义区北石槽

镇北石槽村，顺义区赵全营镇联庄村。
上海市（2个）黄浦区昭通路居民

区（福州路以南区域），上海市中福世
福汇大酒店。

辽宁省（2个）
大连市（2个）金普新区拥政街道

古城甲区，金普新区光中街道胜利西
社区。

黑龙江省（14个）
齐齐哈尔市（1个）齐齐哈尔市昂

昂溪区大五福玛村。
哈尔滨市（12个）香坊区香坊大街

街道办事处香中社区古香街 12号，大
庆路街道办事处电塔小区 101栋 7单
元，和平路街道办事处风华社区石化
小区9栋6单元，上东社区万象上东小
区E栋 2单元，呼兰区兰河街道，呼兰
区呼兰街道，呼兰区公园路街道，利民
开发区裕田街道，利民开发区利民街
道，利民开发区裕强街道，利民开发区
南京路街道，道里区工农街道。

大庆市（1个）大庆市龙凤区世纪
唐人中心小区2栋1单元。

河北省（40个）
石家庄市（38个）裕华区晶彩苑小

区、裕华区众美廊桥四季A区、裕华区东
方明珠小区、裕华区天海誉天下小区、
裕华区卓东小区、裕华区新华苑小区、
裕华区十二化建小区16、17号楼、裕华
区海天阳光园小区，桥西区平安小区、
桥西区白金公寓、桥西区华润万象城，
鹿泉区观峰嘉邸小区、鹿泉区银山花园
新区小区，新华区尚金苑小区，长安区
博雅盛世小区E区、长安区国赫红珊湾
小区、长安区简筑家园小区、长安区保
利花园B区、长安区前进村、长安区普和
小区南院、长安区建明小区、长安区保
利花园D区、省胸科医院公寓，高新区赵
村新区小区，高新区主语城小区、高新
区太行嘉苑小区、高新区同祥城小区C
区、高新区和合美家小区，栾城区卓达
太阳城希望之洲小区，河北城建学校家
属院，无极县东北远村、无极县西郝庄
村，正定县孔村、正定县空港花园小区、
正定县冯家庄村、正定县东平乐村，平
山县防疫站小区，赵县任庄村。

邢台市（1个）隆尧县烟草家园（烟
草公司家属院）。

廊坊市（1个）廊坊市固安县英国
宫5期。

吉林省（6个）
长春市（3个）长春市绿园区蓉桥

壹号C区，大禹华邦B区，二道区鲁辉
国际城荷兰小镇小区。

公主岭市（1个）公主岭市范家屯
镇全域。

通化市（1个）通化医药高新区奕
达小区。

松原市（1个）松原经济技术开发
区新农小区7号楼。

一、上述中高风险区域人员入临
需持有效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证明，并
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社区、单位报备，
积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二、请公众密切关注，及时掌握国
内中高风险地区疫情的动态变化和病
例的行动轨迹，如非必要，不要前往中
高风险地区。

三、请公众务必提高警惕，发现来
自于中高风险区域入临人员没有落实
健康管理措施，请及时举报，举报电话
0357-2091131。

临汾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总调度室
2021年1月22日

上海市兴业路 76 号，中共一大会址，
9191.4万名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许多人为“打卡”而来：最多时一年有近147
万参观人次的红色地标，我也一定要来看看；

许多人心怀崇敬而来：面向党旗，我要在
初心始发地重温入党誓词；

许多人带着思考而来：迎来第一个百年
的中国共产党，伟大创业究竟何以成功？

1921年，13名平均年龄28岁的中共一大
代表，在 18平方米的房间内酝酿了“开天辟
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由此改变。

相隔一个世纪，今天的年轻人在讲述历
史的过程中传递初心，也在工作的思考中收
获成长。“我要当好‘翻译者’，把红色历史立
体、有重点地呈现给观众。”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90后”讲解员李欣曈说，“如果能让参
观者在听了讲解后，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有自己的感悟，这就是我无上的荣耀。”

《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李大钊
用过的打字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有
12万件馆藏。纪念馆副馆长徐明说：“我们在
这里守护精神家园，要让建党时期的文物、情
景‘说话’，用生动的故事诠释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

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多。纪念馆有一支“党的
诞生地”志愿服务队，从资深党务工作者到初出
茅庐的年轻人，从帅气挺拔的武警战士到尚未
走出象牙塔的学生，讲解词他们熟稔在心，并把
对于初心使命的感悟带回自己的工作生活中。

讲故事的方式也越来越多。2020年，纪念

馆讲解员“变身”主播，通过网络直播带着观
众“云逛馆”；纪念馆与航空公司合作，把“镇
馆之宝”《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带上万米高空，
在航班上为乘客讲述建党故事；“望志路106
号”冰箱贴、“树德里”笔记本、放有“密函”的
文创套盒……纪念馆文创团队开发“又红又
潮”的产品，让红色历史传播拥有新载体。

值得期待的还有更多。2020年 11月 17
日起，中共一大会址及原展厅暂停对外开放
实施修缮改造。目前，修缮工作正紧锣密鼓进
行，清水墙、屋顶瓦片、门楣雕花等都将在“修
旧如旧”原则下重新复原，让百年石库门老建
筑以新面貌迎接建党百年。

紧邻会址，备受瞩目的中共一大纪念馆
也在加紧建设。新的基本陈列展厅建筑面积
约3700平方米，将聚焦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
在上海的革命实践，展出各类展品超 1000
件，其中实物展品600余件。

建成后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将由中共一
大会址、宣誓大厅、新建展馆等部分组成。其
中新建展馆总建筑面积约9600平方米，包括
基本陈列展厅、报告厅、观众服务中心等服务
设施。今年 5月，中共一大纪念馆拟试运行，

“七一”前正式开馆。
“届时，新老建筑将横跨兴业路两侧，形

成开放式、街区式博物馆。”徐明说。
中共一大会址旁，繁华时尚的新天地商区

人来人往。红色历史就在这里，从未走远；红色
基因已深入城市肌理，在“新天地”中焕发出历
久弥新的生命力。 新华社上海1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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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名为这是名为““辅德里辅德里””的老石库门建筑的老石库门建筑，，也是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所在地也是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所在地。。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刘 颖颖 摄摄

关于加强中高风险地区

来（返）临人员健康管理的通告

（上接1版）

县委书记的接力

右玉，位于晋蒙交界、毛乌素沙漠风口
地带，国土面积1969平方公里。

这里昔日的生存环境到底有多么恶
劣？《朔平府志》中记载：“每遇大风，昼晦如
夜，人物咫尺不辨。”

“春种一坡，秋收一瓮；除去籽种，吃上
一顿。”这就是右玉人过去生活的写照。

故土难离，沙海求生。怎么办？
带着这道“必答题”，1949年第一任右玉县

委书记张荣怀上任第二天就带上水壶，开始在
全县进行4个月徒步考察，终于在一个长满树
木的偏僻山沟找到了答案。因为有树的蔽护，那
里的土豆和莜麦产量比其他地方高出好几成。

“要想风沙住，就得多栽树。”
从1950年春到第二年秋天，张荣怀带领右

玉干部群众挖树坑、插杨树条，造林2.4万多亩，
从此拉开了一场跨越70多年的“绿色接力”。

“换领导不换蓝图，换班子不减干劲。”
在右玉，每一任县委书记背后，都有一段感
人的种树故事。地图、铁锹和水壶，曾是他
们必备的“三件套”。

第五任右玉县委书记庞汉杰患有严重
胃病，体重不到 100斤，上级原本打算将他
调到其他富裕的县，但他却坚持留在右玉种
树，一干就是7年。在庞汉杰带领下，右玉干
部群众摸索出了“穿靴”“戴帽”“扎腰带”“贴
封条”等种树方法，实现大片造林14万亩。

“‘飞鸽牌’干部要做‘永久牌’的事。”
这是第十一任右玉县委书记常禄的名言。

他经常说，干部经常调动是“飞鸽牌”，
种树造林才是“永久牌”。在右玉工作 8年，
常禄每到植树季节都坚持带着一家 6口和
群众一起上山种树，右玉也一跃成为山西
省人工造林最多的县。

由于积劳成疾，常禄去世时年仅59岁。
临终前，他没立遗嘱，没安排子女的事，而
是把右玉几位干部叫到病床前，叮嘱他们：

“树是右玉的命根子，要保护好。”
过去，想要在右玉种活一棵树，“比养

活一个孩子还难”。
因为难，历任右玉县委书记都爱树如

子，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饱含深情。
1991年，在右玉工作了 12年的第十三

任县委书记姚焕斗，即将调到另一个县。临
上车前，他又返回办公室，拿上平时种树用
的铁锹，又从门前大叶杨上摘了几片树叶，
夹在笔记本里，才含泪离开。

……
斗转星移，沙海桑田。
如今，接力棒交到了第二十一任右玉县

委书记张震海手中。右玉林木绿化率不仅从
当年不足0.3%提高到现在的56%，还成为远
近闻名的育苗基地，抚育各种苗木8万多亩。

张震海说，从过去缺树苗到现在卖树
苗，右玉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正成为
一片充满希望的沃土。

手拉手的同心力

如果不是根植于人民，右玉的奇迹就
不会发生。

“黄沙洼呵黄沙洼，吞了山丘吞人马。”
在右玉县头水泉村村后，有一道长 40

里、宽8里的黄沙梁，被当地人唤作“吃人的
大狼嘴”。

今年71岁的头水泉村党支部书记王明
花从 9岁起，就跟着父母、老师一起去黄沙
洼种树。长大后，她成了村里的妇女主任、
村委会主任，一直到 49岁当了村党支部书
记，植树贯穿她的一生。

在右玉种树，从来都是干部群众、男女
老少一起上，不讲条件、不计报酬。

王明花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村里
劳动力每个春天最少要做 30个义务工；包
产到户后，每人种 30棵树苗；上世纪 90年
代以后，人们义务植树仍热情不减，只要村
里大喇叭一喊，有三轮车、四轮车的村民就
拉着大伙儿上山了。

干群同心，其利断金。那个吞天吃人的
“大狼嘴”如今成了绿山岗，有林地2.2万亩。

在 70多年的植树造林中，右玉全县干
部群众义务植树累计达 2亿多天。在近 300
万亩的土地上，右玉人民摸爬滚打在沟梁
山壑之间，让大地一点点绿了起来，他们中
有农民、有工人，也有机关干部。

过去在右玉，每个机关单位办公室门
后都放把铁锹。几十年来，仅机关干部就义
务造林30多万亩，先后营造了文教林、政法
林、财贸林、宣传林等十几个造林基地。

“大家抢着干、比着干，手掌上没有结
痂，就觉得自己不光荣，没卖劲儿。”一位机
关干部这样说。

一把铁锹两只手，干罢春夏干冬秋。
一代代右玉人为绿化家乡、造福后人

作出了巨大牺牲。
刘政是李达窑乡乔家堡村护林员。

2000年夏天，一场暴雨冲倒村后的水泥电
线杆，压断了 3棵松树。老刘打算搬开电线

杆去救树，不料，电线杆竟滚砸在他的胸
前，大口的鲜血洒在松树上。他留下的最后
一句话是：“把我葬在树根下。”

矗立在小南山上的绿化丰碑，似人字
形的大树合抱而成。正是千千万万右玉干
部群众同心协力，才铸就了这座绿色丰碑。

绿色的生产力

隆冬时节，右玉的气温骤降到零下 30
多摄氏度。寒风虽然刺骨，但循着右玉的绿
化足迹，记者仍然能感受到在这片昔日不
毛之地上正孕育出新的生机。

苍头河畔，一抱多粗、十几米高的“荣
怀杨”在寒风中肃立，像一位倔强的战士守
护着脚下的土地。

70年前，张荣怀在这里种下第一棵小
老杨时，四周还是黄沙遍地。如今，苍头河
两岸已是郁郁葱葱，成为国家湿地公园，鸟
类从过去18种增加到128种。

一里之隔的右卫镇马营河村是直接受益
者。这几年，村里相继建起民宿，树下长出了
羊肚菌，地里还种上了菊花，发展起了大棚。

“生态好了，人的脑子也活了。”马营河
村党支部书记朱义说，去年全村人均纯收
入达到12200多元，同比高出近4成。

在马头山绿化 1.2万亩荒山的李云生，
现在也苦尽甘来。

2002年，他拿着承包驾校挣的几十万
元回村绿化荒山开发旅游，“走进去才发现
是个无底洞”。无路可退，他只能四处借钱
种树，先后投入400多万元。

“最难的时候，等结完工人工钱、还完
债，连过年的钱也剩不下，只能和老伴躲在
山里吃干粮。”他说。

如今，山上的树木已逐渐长大，1000亩
杏树也挂了果。李云生又养了 100多头牛，
今年收入七八十万元，这位 65岁的老人干
劲越来越大。

“现在政府正在修环长城公路，等路修
好了，我十几年前开发旅游的梦想一定能
实现。”他说。

绿色给右玉人带来了活路和门路，正
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注脚。

右玉地下探明煤炭储量高达 34亿吨，
但右玉人却始终坚持让它埋藏在地下，不
要黑色GDP，而要绿色生产力，交出一份份
令人满意的作业。

右玉 2018 年在全省率先脱贫摘帽，
2019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接近10%，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固定资产投

资仍增长10%以上，全年经济实现正增长。
寒冬下，一串串黄色的沙棘果在阳光下

熠熠生辉。这种浑身长满硬刺的灌木是防风
固沙的优良树种，如今已遍布右玉山头河畔，
是这块神奇土地“涅槃重生”最生动的写照。

“右玉精神”的扩张力

右玉，赢在当下，更赢在未来。
在移民新村康平村内，一排排农家小

院整洁利落，水电暖网一应俱全。温室大棚
内，红红的草莓挂满枝头，芹菜、黄瓜、西红
柿等蔬菜长得正旺。

作为“国家森林乡村”，这里的村民靠
着生态观光农业吃上了“旅游饭”，成为右
玉脱贫摘帽后新农村幸福生活的缩影。

种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现在右玉名声在外，出去举办招商

会，感兴趣的人很多。”右玉县商务局局长
李国兵说，从2017年开始，不断有外地客商
前来考察，十多个新兴项目相继落地。

投资4亿多元的国家级青少年足球夏训基
地已初见雏形，在这420亩的地方，将建成22片
标准足球场地。“这里的环境是一流的，是天然
氧吧。”基地负责人王东伟考察过很多城市，独
特的生态和人文优势让他最终选择了右玉。

曾经“走口外”的右玉人如今上演“雁还巢”。
十年前，在太原卖电脑的张宏祥带着

在外地淘到的“第一桶金”回乡，当起了“牧
羊人”。与“老羊倌儿”们不同，他只要坐在
电脑前，就能观看羊的放养动态和运动轨
迹，实现了智慧养羊。

中大科技、永昌 LED、塞上绿洲……在
这些绿色科技企业里，到处都有年轻人的身
影，一些周边县区的人甚至举家搬了过来。

“右玉未来将是旅游胜地、康养福地和
投资洼地，更是一片精神高地。”张震海说。

右玉人用绿色改变命运，更用勇敢、坚
韧、无私浇灌“右玉精神”开花结果。

“右玉精神”体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是久久为功、
利在长远。

这就是右玉创造生态奇迹的“密码”，
也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力量源泉”。

行走在右玉，一片片整齐排列的树木
宛如画卷一般。右玉精神展览馆、绿化丰
碑、松涛园、苍头河……来自全国各地的人
们被这片绿色所吸引，被这种精神所感染。

从绿起来到富起来，历经 70余载绿色
耕耘，右玉正书写新的春天。

（新华社太原1月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