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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日寇直驱黄河北
岸，威逼济南。是年8月底，辛锐随
父亲辛葭舟离开济南，几经辗转，移
居滕县桑村镇。日寇占据滕县后，烧
杀奸淫，日甚一日。辛氏一家在有家
难归、救国无门的危难时刻，加入了八
路军，一家人开始了艰苦的军旅生涯。

部队到达沂水县后，辛锐来到了
山东抗日军政干校第二期妇女队学
习。不久，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大
众日报》创刊，山东省妇联推荐辛锐
参加该报的筹建工作，“创刊号”报头
上的毛泽东木刻像就是出自她手。

1939年，辛锐在党校学习期间，
认识了时任副校长的陈明。带着共

同的理想和信念，两人走到了一起。
婚后第三天，辛锐回到了中共山东分
局筹建的姊妹剧团任团长。

1941年11月，侵华日军出动五
万兵力，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
辛锐当时已有身孕5个月，与部分人
员隐蔽在大青山的大崮一带，而陈明
率60余名机关人员突破敌人防线,
插入敌后。

11月30日拂晓，中共山东分局
和战工会在大青山被围，激战一昼
夜。大部分人突出重围，但伤亡惨
重，其中率部突围北上的陈明等人不
幸遇难。辛锐两个膝盖骨受重伤，被
一位老大娘掩护起来。经过休养，辛

锐的伤愈合了，但两腿已成残废。
12月17日，一股撤退的日军包

围了辛锐的驻地。情况万分紧急，必
须马上转移。四名同志抬着辛锐上
了北山，刚出村，枪声大作，日军围了
上来。辛锐果断地命令同志们放下
她赶快突围。四名同志不忍心这样
做，仍然抬着她边打边冲。不料辛锐
一跃从担架上滚下来。这时，敌人已
经围上来，辛锐一连扔出两颗手榴
弹，敌人倒下数人。突然，一梭子弹飞
来，射中辛锐胸部。她强忍着剧痛，待
日军靠近，用力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
与敌人同归于尽，年仅23岁。

据新华社

辛锐：舍身参加革命巾帼不让须眉
辛锐原名辛树荷，1918年生于山东省章丘县（现济南市章丘区），出身名门。10岁那年，她跟随时任山

东省参议员的祖父辛铸九来到济南，定居在大明湖畔，师从济南名画家黄固源学画。

位于广州南沙的霍英东雕像。

“我投资、捐款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
望国家兴旺，民族富强。”已故全国政协副主
席霍英东曾深情表白他对国家的赤子之心。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在西方国家对我国
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情况
下，霍英东在香港组织了颇具规模的船队，
为祖国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为抗美援朝和
新中国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之初，外资大都犹豫观望，以霍
英东为首的一批港商敢为天下先，率先到内地
投资兴业。在广东投资建设一个现代化宾馆
就是他迈出的第一步。

“我父亲认为，我们不是来投资的，而是
来建设一家现代化的酒店，为港澳爱国人
士、海外侨胞起一个示范带头作用，这对增
强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引进外资和先进
的管理经验等都有重要作用。”霍英东长子、
全国政协委员霍震霆说。

在霍英东和广州市政府的携手合作下，
一只“白天鹅”在珠江口振翅起飞——1983
年2月6日，白天鹅宾馆开业，成为改革开放
后中国第一家自己设计、建造、管理的五星级
酒店。

“一行带动百业兴”，从酒店到学校，从公
路到桥梁……作为香港著名企业家和社会活
动家的霍英东，积极参与各行各业改革开放，
助力国家腾飞。

香港回归前夕，霍英东运用自己的社会
影响力，助力香港平稳过渡、顺利回归；香港
回归后，霍英东坚定拥护“一国两制”，为香
港长期繁荣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霍英东一生酷爱体育。他四方斡旋，帮
助中国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地位；他
积极出力，为我国申办亚运会和奥运会台前
幕后奔走；他慷慨解囊，捐资1亿港元设立霍
英东体育基金，奖励优秀运动员，扶植发展体
育项目和体育科研……

霍英东还捐资10亿港元成立基金会，以
捐献和非牟利投资形式，资助内地教育、医
疗、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建设与发展。霍英东

“大慈善家”之名传遍神州大地。
霍英东有一个悠长、美丽的“南沙梦”，

希望将广州南沙建设成广东乃至全国对外
开放的窗口。如今，经过霍氏家族几代人的
耕耘，广州市南沙区初现规模，已从一个边陲
渔村发展为现代化海滨新城。 据新华社

霍英东：
赤子之心敢为天下先

一身深蓝色粗布衣服、一头刚盖住耳朵
的短发，在1975年剪掉长辫子之后，申纪兰
4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种在农村最常见的
打扮。

她一生不曾离开劳动，即便89岁高龄，
每天还是力所能及地参加劳动。

“要和乡亲们在一起，把根永远扎在农村
大地上。”她说，这是她的初心。

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山
南底村，是全国唯一连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的人，一生堪称传奇。

她嫁到西沟村时才18岁，婚后第六天就
下地干活，一生信守“劳动就是解放”。

上世纪50年代，她带着十几个姐妹加入
互助组，和男人一样种树开荒，把男女“同工
同酬”变成了现实。至今，村里仍流传着这
样的“斗争故事”：

春播快开始了，成堆的粪要往地上匀。
妇女装一天粪7分工，男人挑、匀一天10分
工。干了一天，妇女们都想挑粪匀粪。男人
不愿意，就比赛。一样多的人和地，男人休
息了，妇女不休息，不到晌午，妇女们都匀完
了，有的男人还没匀完，连最反对同工同酬
的男社员也说：“该提高妇女的底分了。”

1983年，西沟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迎来改革开放后的新起点。2年后，申纪
兰带领乡亲们办起了平顺县第一个村办企
业，西沟村逐渐走上了快速发展道路。

现在，西沟村有集体企业4家、民营企业
12家。2018年，村集体可支配收入210万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9800元。

在申纪兰身上，“勿忘人民、勿忘劳动”
的初心已经化为血液。即便在担任山西省
妇联主任期间，她依然早早起床，给大家扫
地、打开水、擦桌子，也不曾将自己和孩子
户口迁到城市。

申纪兰对物质生活看得很轻。她住的
仍是上世纪60年代的老房子，有一张旧桌
子和一个旧式小柜子，一张老式木床占了
半个屋子，没有一件现代化家具和高档电
器。但她却多次将奖金捐给村集体。她坚
持不领厅级干部工资，原来每月只拿村集体
150元补贴，这两年才涨到300元。

“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党的教导，不能
脱离群众，要给群众干工作。”申纪兰说。

据新华社

申纪兰（中）在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和
村民交流（2011年6月13日摄）。

风 采改革先锋

两个月不见
梁伯只想和它聊聊天
自从去年10月初的摩洛哥拉力

赛之后，梁钰祥就没摸过汽车。首
先是因为害怕受伤，为了这次达喀
尔拉力赛，他准备了7年时间，不能
因为赛前受伤而受到影响。用他的
话来说就是：“平时走路都要慢一
点，再慢一点，生怕崴了脚，受了
伤。夸张点说，就是那种喝口水都
怕塞牙的感觉。”

其次是因为摩洛哥拉力赛结束
之后，梁钰祥的爱车被送到法国进
行了整修，甚至更换了一台发动
机。在赛车漂洋过海到利马的途
中，还遭遇了一次风暴，货轮避风两
天后，才最终在开赛前安全抵达。

所以，试车日，实际上就是梁钰祥
几个月以来第一次与他的赛车相见。

再见老朋友，梁钰祥拍了拍爱车
的引擎盖：“今天就是要试试车，看看
状况。形象地说，两个月没见老朋
友了，跟老朋友聊聊天就好。”

梁钰祥的赛车在重新涂装之
后，黑色的车身非常酷，车队工作人
员叫它小黑。梁钰祥说：“叫它小
黑，我觉得挺好的，挺有中国味道。”
实际上，他家里有条黑色的拉布拉
多犬“黑仔”，无意之间，更多了一些
联系，这也是他认为“小黑”这个名
字很亲切的原因。

试跑40公里
对达喀尔有了直观感受

抵达试车场之后，技术人员对
赛车进行简单调试后，梁钰祥便披
挂上场。这次试车，包括他的“超大
牌队友”、夺冠大热门阿提亚也参加
了。

防火服、防火袜、赛车服、头盔
……梁钰祥一丝不苟地一一穿戴，
坐进赛车。在工作人员的指示下，
他一脚油门把车轰了出去，直上沙
山，扬起的沙尘飞起数米高，久久没

有消散。
一圈大约14公里的赛车道，已

被精心安排了沙地和沙山两种不同
的地形，甚至在一些起伏的过往处
还有小小的沙丘。梁钰祥驾车跑完
一圈之后并没有停下来，而是又跑
了一圈，才第一次回到营地。

“感觉还可以，两个月没摸过车
了，需要适应一下。”梁钰祥说。

尽管这里只是沙漠边缘地带，
但气温也在35℃以上。赛车中的温
度更高，让人的心跳都有些加速。
65岁的梁钰祥穿着厚重的赛车服，
回到营地后脱下头盔，将赛车服敞
开，喝了点水，休息了一下，随即再
次驶上赛道，又跑了一圈，才结束当
天的试车。

“赛车暂时没出现什么问题，但
是要知道，达喀尔不可能让你一路顺
利。赛前出点毛病，总比赛程之中出
现好。这是我的第一次达喀尔拉力
赛，也是第一次在达喀尔拉力赛上试
车，总是要小心一点，慢慢来。试车
之后，我对于达喀尔拉力赛以及南美
的沙漠都有了直观的印象，沙漠赛道
不轻松，还是很难的。”梁钰祥直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闫雯雯利马现场报道

达喀尔拉力赛发车前试车

成都梁伯试跑40公里
直言 沙漠赛道不轻松

大的诗歌产生于伟大的社会
实践之中。当代社会正在进
行伟大的实践，党的十九大

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
展新的历史方位。”一个时代有一个
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
精神。那么，新时代诗歌究竟有什么
特点，如何表现新的时代精神？值得
诗歌界认真深入讨论。

1月5日，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
京论坛在京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吉狄马加出席并致辞。来自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等高校的教授专家、部分省作
协的负责人、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
主、诗歌刊物主编及相关机构的60
余位嘉宾参会。论坛由《诗刊》社副
主编李少君主持。

吉狄马加在论坛上致辞
吉狄马加在论坛上发表了《抒发

中国情感，凝聚中国精神，努力创造
中国诗歌新的辉煌》的致辞。他谈
到了新时代与新时代诗歌、新时代
诗歌的传统与创新、新时代诗歌的
格局与方向、新时代诗歌的媒介与精
神。最后他说：“在过去一百年的历

程中，中国新诗深刻介入了现代中国
人的历史与现实，在巨大社会变革中
描绘了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塑造了
中国人新的审美感觉，凝聚了中国人
的精神。

在新时代，中国诗歌首先要继
承好传统中国文化的文脉，同时也
要借鉴现代国外诗歌的经验，更重要
的是从当代中国人鲜活的生命历程
中汲取力量与美感，寻找中国经验新
的美学表达方式，并以巨大的创造性

赋予其新的诗意与美感，抒发中国情
感，凝聚中国精神，努力创造中国诗
歌新的辉煌。”

众多名家发表独到见解
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由《诗刊》

社中国诗歌网主办，目前已连续举办
两届。第二届论坛以“新时代诗歌的
创新、建设与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
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重点探
讨诗歌与时代及社会实践的关系、新

时代的诗歌意象与美学追求、新时代
诗歌的传承与创新及日常生活、现实
如何进入新时代诗歌等议题。

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汇
聚了车延高、阎安、汤养宗、罗振亚、
何言宏、缪克构、胡丘陵、刘笑伟、李
云、蒋登科、马知遥、张慧瑜、杨四平、
杨庆祥、林琳、李瑾、张德明、李云雷
等国内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60余
位诗人、诗评家。他们将在一天半的
座谈会上，结合诗歌现场，全面阐述
新时代诗歌创作、诗学建设及个体经
验，倾情分享诗歌创作应如何面对新
时代处理新题材，如何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与第一届有所不同，本届论坛面
向全国诗人、评论家征集论文，最终
选取50篇左右集结为《第二届新时
代诗歌北京论坛资料汇编》，并组织
讨论。其中既有鲁奖诗人的诗歌探
索，也有资深评论家的力作，同时不
乏青年诗人、评论家的独到见解。

这些论文从诗歌的时代性、语言
结构、美学追求及社会责任感等角度
切入，深入分析了新时代诗歌既要对
史诗般的时代实践负责，也要对艺术
风骨、对社会历史负责，为新时代诗歌
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思路和切实的建
议。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现场。

伟

老朋友，好久
不见了！”65岁的
成都老伯梁钰祥走
到自己的386号赛
车前，拍了拍爱车，
这将是他未来两周
合作的拍档。

距离达喀尔拉
力赛发车仪式只有
两天时间，车队组
织了试车活动，包括
梁钰祥的“超大牌队
友”、夺冠大热门阿
提亚也参加了这次
试车，抓紧时间在
车检之前将赛车调
试到最佳状态。

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召开
全国60余位诗人诗评家分享新时代诗歌的传承与创新

申纪兰：
不忘初心，扎根农村大地

梁伯穿着厚重的赛车服试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