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济南的星火传承

西双版纳泼水节的声名远播与
一位伟人的名字密不可分，他就是周
恩来总理。1961年4月，周恩来来到
祖国西南边陲西双版纳，正赶上傣族
一年一度的傣历新年节（泼水节），他
和边疆各族人民共同欢庆泼水节，成
了西双版纳最美好的记忆。从此，小
学语文课本里也有了一篇课文——

《难忘的泼水节》。
近日，记者走进曼听公园，专访

当年与总理一起过泼水节的征鹏、刀
美兰、刀美芳，听他们讲述60年来一
直珍藏心底的感人故事。

难忘的泼水节

“那天清晨，景洪城沿街摆起盛
满碧水的水桶，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
装，手拿泼水用具，从四面八方涌向
十字街头和曼听寨前。”傣族著名作家
征鹏回忆，当时，群众欢呼雀跃，边跳
边唱，手捧着银碗，用松柏枝蘸着象征
祝福的清水，向周总理身上洒去。周
总理也拿起碗和盆，把祝福的清水泼
向群众，整条街变成了欢腾的海洋。

年近八旬的傣族著名舞蹈家刀
美兰说，庆祝活动中，她表演完独舞

《种菠萝》后，周总理嘱咐她早点回家

陪母亲，在傣家人一年一度的传统佳
节，不能让母亲孤零零地在家牵挂女
儿。总理的一番话温暖着刀美兰。
每年的泼水节，她都会想起总理和蔼
可亲的样子。

今年 86 岁的傣族女高音歌唱家
刀美芳回忆说，周总理来到西双版纳
与群众欢度泼水节时，人们欢呼雀
跃，怀抱鲜花涌向街道、码头，用民族
的最高礼节迎接总理。刀美芳和好
友玉喃早早赶到现场等候，手持银碗
用松柏枝蘸着清水为到来的贵宾洒
水。迎宾仪式结束后，周总理和她们
合影留念。

如今，刀美芳常常拿出照片仔细
端详，回忆当时温暖而激动人心的情
景。她说：“这张照片陪了我60年，成
了我家的珍宝。”

赓续红色血脉

绿树成荫、花香鸟语的曼听公园
内，周恩来总理与边疆各族人民欢度
泼水节纪念碑格外醒目。如今，这里
已成为西双版纳各族群众赓续红色
血脉、汲取奋进力量的生动课堂。

纪念碑总体构图像一朵白莲花，
象征着吉祥、圣洁和美丽。浮雕上再

现了泼水节欢庆的场面，也表达了西
双版纳各族儿女心向党、跟党走的浓
浓深情。总理身穿傣装、手持银碗、
把幸福吉祥水洒向边疆各族人民的
形象，生动再现了对边疆各族群众浓
浓的关爱之情。

徜徉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曼
听御花园，“寻访足迹·重温记忆”红
色文化展醒目入眼。真实的图文视
频、珍贵的历史文物，生动鲜活地再
现了当年周总理到西双版纳视察、与
边疆各族人民欢度泼水节的精彩瞬
间，成为人们的幸福回忆。

景“红”边疆腾飞

六十年前的脚步已经远去，如今
的景洪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
市面貌日新月异，人民收入大大提
高，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景洪成景“红”。党的十八大以
来，借助西双版纳州入围首批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黄金机遇，景
洪市着眼新时代全域旅游发展新要
求，充分挖掘民族、雨林、知青、农耕、
南传佛教等民族文化和地域人文风
情，打造了西双版纳傣族园、勐养曼
掌等一批经典的自然人文景区。2019

年景洪市接待国内外游客2682.23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597.99亿元。

当前，傣族园5A景区、告庄西双
景4A景区等一批景区景点提升改造
和创建工作正加快推进。橄榄坝傣
族水乡入选全国一流的特色小镇创
建名单，品牌创建为全域旅游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

记者了解到，景洪市以推进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为契机，坚持全民动
员、全民参与、持续用力，通过志愿者
队伍的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
造、先进典型选树等一系列措施，促
进环境面貌大改观、市民素质大提
升。2020年，景洪市在创建第六届全
国文明城市中以云南省县级市排名
第一的优秀成绩，荣获了“全国文明
城市”桂冠。

西双版纳报记者 刘启虹 岩温香
囡 夏文燕

□短评

同心同向书华章

“难忘的泼水节”是一段生动的
红色故事，更是一段珍贵的百年历史
记忆。至今仍历历在目，给人温暖、
催人奋进。

从“难忘的泼水节”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各民
族共同书写波澜壮阔的发展史诗，少
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
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我们
为伟大的时代点赞，为民族团结一家
亲点赞！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
都要过上好日子。”展望新征程，中华民
族的未来要靠五十六个民族共同来开
创。我们坚信，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追
求美好生活的脚步，一定能同心同德、
同心同向书写出新时代华章。 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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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 6 月底，两位青年学生从
山东济南出发前往上海，此行成为他
们一生最重要的一次出行。

这两位青年学生，一位叫王尽
美，一位叫邓恩铭。

这次会议的发端还要往前推到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个
月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前的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通称。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决议
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陈
独秀函约山东进步知识分子王乐平，
在济南组织共产党组织。王乐平则把
这一任务交给了王尽美、邓恩铭。

一大代表的生命火炬

五四运动期间，王尽美和邓恩铭
分别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山东
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两人都是本校
学生运动组织者，积极参加集会、游
行，志趣相投，一起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成立，第一批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
王翔千等，这也让济南成为建立共产
党早期组织的六个城市之一，在中国
共产党早期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共有12位
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成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时，王尽
美23岁、邓恩铭只有20岁。

中共一大闭幕以后，王尽美、邓
恩铭回到山东，一直领导着山东地区
党的工作。

由于工作繁忙，生活不规律，王
尽美积劳成疾感染了肺结核病。1925
年8月19日，王尽美病逝于青岛，时年
只有27岁。

邓恩铭是贵州荔波人，水族，是参
加一大的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1927 年 8 月，邓恩铭担任中共山
东省委书记。1929 年 1 月 9 日，由于
叛徒的出卖，邓恩铭被捕，这是他第
三次被捕。1931 年 4 月 5 日，在济南
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邓恩铭高唱

《国际歌》，慷慨就义。

革命热土的精神底色

现在的济南市区里，还保留着多
处和王尽美、邓恩铭有关的革命文物
和遗址，如“中共山东省委秘书处旧

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
团成立会址”“大槐树机厂工会旧址”
等。这些文物遗址都被列入了今年
初颁布的《济南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
命文物名录》。

济南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共有87处之多，充分显示出这座走出
了两位一大代表的城市，是一片红色
文化深厚的革命热土。

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这座红色
城市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而后来的
济南战役、莱芜战役、大峰山革命根
据地等革命斗争历史和事件，更给这
座千年古城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红
色文化财富。

近年来，济南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 视 红 色 资 源 保 护 利 用 ，出 台 了

《济南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实
施意见》，完成一大批革命文物保护
工程，推出“英雄济南”红色旅游线
路，建成大峰山等一批党性教育基
地，切实发挥好红色资源在党史学习
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讲好济南革命文
物、文化故事，让“红色”成为泉城济
南最鲜明的精神底色。

高歌奋进的省会动力

济南这片革命热土，正在酝酿着
又一场时代巨变，正在向“新时代现
代化强省会”目标迈进。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把
济南推到了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
展、改革开放最前沿。特别是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
战略的实施，更是把济南放在了国家

发展大局、生态文明建设全局和区域
协调发展布局的战略高度、全局角
度、生态维度，来审视、定位和谋划，
这是国家给济南提出的最新战略定
位、最新战略布局和最新发展目标。

济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孙述涛近
日表示，“十四五”时期，是济南站在
新起点，加快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省
会极为关键的五年。济南市将坚定
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用心用情办好民
生事业，积极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确保到 2025 年，
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取得显
著成果，科创济南、智造济南、文化济
南、生态济南、康养济南基本建成，新
时代现代化强省会建设实现新跨越。

济南日报记者赵晓林

□短评

接续奋斗泉咏新时代

100 年前，济南这座革命历史名
城，走出两位中共“一大”代表，成为
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六个城市之
一。从那时起到现在，济南始终是一
座具有革命斗争精神，敢于挑战、敢
于奋斗的红色之城。

当下的济南，正在以一种新的奋
斗姿态，走在奋力开启新时代现代化
强省会建设新局面的道路上。面对
新目标，济南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
快，高效能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东强、西兴、南美、北起、中优”的城
市发展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新时
代新济南志向远大，“大强美富通”必
将成为红色泉城的新标签！ 赵晓林

在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刘
集后村中央，静静伫立着一方不大的
院落。穿过火炬和高粱装饰的门檐，
历史沧桑感迎面扑来。

96 年前，在这里，诞生了中国最
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中共刘集支
部。一年后，首版《共产党宣言》中文
全译本在这里得到传播。院子的主
人，也是刘集支部第一任书记刘良才，
在这里创办夜校、宣传革命，率先点燃
中国北方农村革命的星星之火。

诞生 革命种子破土发芽

1925年冬，一个身穿藏青色长袍
的青年从济南风尘仆仆赶回刘集村，
他就是刘集村第一名共产党员刘子
久。回村后，他经常对堂兄刘良才畅
谈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这让刘良才领悟到，只有革命才是翻
身解放的唯一道路，只有共产党才是
劳苦大众的希望所在。

经刘子久介绍，刘良才加入中国
共产党，又发展两名青年入党，同年刘
集支部建立。就此，全国最早的农村
党支部之一诞生，革命种子开始在这
个小村庄悄悄传播。刘集支部建立
后，刘良才以走亲访友、外出做工为
名，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发展组织，并
在自家秘密办起农民夜校。

1926年春节前，在济南工作的女
共产党员刘雨辉回乡探亲，将陈望道
翻译的首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带回。她指着封面上的“大胡子”告诉
刘良才：“他叫马格斯（马克思），德国
人，他和一个叫安格尔斯（恩格斯）的
人一起写了这本书。共产党员都应该
学一学，会让我们明白革命的目的，知
道今后应该走的路。”

刘良才如获至宝，他带领党员群
众把书中晦涩难懂的道理吃透，转换
成朴素的语言在夜校讲给百姓听。随
着书页慢慢翻过，他们越学越有底气：
我们要抱成团，抱的团越大，地主就越
害怕！穷人要翻身，就得照着这些理
儿去做！

发展 宣言之光照亮征程

“我们穷人是走慢了穷撵上，走快
了撵上穷，不紧不慢往前走，扑通掉进
穷窟窿，永无出头之日。要想改变如
今这个世道，就要团结起来，跟着共产
党奔共产主义！”在支部旧址复原夜校
场景的房间里，刘良才坚定的声音仿
佛还在回荡，那么铿锵有力。

从1926年起，刘集支部连续三个
冬春举办农民夜校，教农民学文化、
学革命理论。借着《共产党宣言》，马
克思主义思想很快在刘集村扎下
根。这部党的“红色经典”，犹如暗夜
灯塔，开始了指导中国北方农民革命
斗争的历程。

无数个夜晚，昏暗油灯下，刘良才
和党员们商量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帮更
多百姓吃上饭的决策：“觅汉增资”“掐
谷穗”“砸木行”……1927 年，支部在

各地组织农民协会，宣传革命主张，把
工农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很多村民逐
渐接受新思想，先后发展成为党员。
党组织凝聚力越来越强，很快成为东
营地区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党的活
动中心，有“小莫斯科”和“小乌克兰”
之称。

发扬 革命精神薪火相传

历史硝烟虽已散去，革命故事薪
火相传。2005年，刘集支部旧址纪念
馆落成开馆；2011年，投资建成《共产
党宣言》陈列馆……90 多年过去了，
先辈们用鲜血传承下来的精神，依然
屹立如灯塔。

——在刘集后村，他们有一个共
识，听党话、跟党走，就能过上好日
子。进入新时代，继续在这片红色热
土书写奋斗华章；

——在全省第一个“千亿镇”大王
镇，党员干部镌刻在镇党委、政府办公
楼上“说了算，定了干，干就干好”的承
诺，从未改变；

——在全国百强县广饶县，凭借
“红色”引擎的推动力，拥有销售收入
过百亿元企业9家、中国500强企业4
家，各类上市挂牌企业56家；

——在东营市，红色基因深深融
入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血脉，为不同时
期建设发展提供不竭精神动力。进入
新时代特别市委六届四次全会以来，
东营市确立“打造山东高质量发展的
增长极，黄河入海文化旅游目的地，建
设富有活力的现代化湿地城市”目标
定位，接续推进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
大任务、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在应对
困难挑战中迈上新台阶。

寻根溯源，抚今追昔。从一本
《共产党宣言》点燃的星火开始，到
迈入新时代，那盏曾点亮革命者理
想信念的宣言之灯，还在继续照亮
新的征程！

东营日报社记者 李怀苹

□短评

信仰的力量 不变的情怀

漫步当年的小院，追寻宣言星火
留下的痕迹，不得不感慨信仰的力量，
它像一道光，穿越历史照亮未来，为这
方土地上的人们指明前进方向。

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无数仁
人志士在《共产党宣言》指引下，敢为
人先，前仆后继。多年来，这份真挚
朴素的信念薪火相传。不论是革命
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改革时期，刘集
支部那种骨子里敢为人先、不怕牺
牲，不畏艰苦、勇于创新的精神一直
都在传承弘扬。

红色血液汩汩流淌，红色基因代
代相传。回首来路，正是有了党的引
领，宣言之光的温润，才有今日之辉
煌。展望未来，唯有握好历史接力棒，
传承赓续先烈们的精神血脉，方能告
慰历史、不负时代。 李怀苹

“宣言”之光照亮征程

景洪何以成景“红”

20世纪80年代末的济南 胡明 摄

济南新貌 王章华 摄

刘集支部旧址原貌 图片由大王镇提供

刘集后村现貌 李伟涛 摄1959年版纳大厦 西双版纳报资料图 2021年的版纳大厦 杨元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