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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间 ， 斑驳的遗址遗迹遗
物， 印证着东北抗联英雄们的家国情
怀。

7 月 21 日，吉林市的磐石市莲花山
石虎沟整党整军地遗址，一块青色玉石
上，“杨靖宇砥名地”几个烫金大字在艳
阳下熠熠生辉，一批又一批参观者慕名
前来。 他们轻步踏入、细心观看、认真聆
听……

吉林省吉林市，当年是东北抗联重
要的根据地之一。 在这里，组建了党领
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建立了党领导的
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抗联烽火 舍身为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和中
共满洲省委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决
议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国
民政府不抵抗行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
发出抗日号召。 500 余名党团员响应党
的召唤， 从祖国各地奔赴抗日前线，成
为最早投身到抗日战场的志士。

这其中，杨靖宇来自河南，周保中
来自云南，魏拯民来自山西……他们抱
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千里迢迢来到东北
林海雪原，战斗在抗战前线，充分表现
出共产党员听从党的召唤，为了心中的
理想信念而舍身为国的高尚品德。

1932 年 11 月， 杨靖宇以满洲省委
特派员的身份来到磐石，历经艰险找到
了陷入抗战低潮的磐石工农反日义勇

军。 此时的革命队伍受错误思想的影
响，大部分队员情绪较为低落，消极、失
望的阴霾笼罩在战士们的心头。 杨靖宇
在石虎沟修整期间与每一名干部、战士
促膝长谈、征求意见、统一思想，最终提
出了要建立和巩固磐石游击根据地，发
展抗日武装，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
斗争方向。

杨靖宇的曾孙马铖明说：“太爷爷
原名马尚德。 在这里，为纪念牺牲的义
勇军杨政委他改名为‘杨靖宇’，意为继
承遗志，扫靖寰宇。 ”

杨靖宇领导抗日斗争直到以身殉

国。 他在家乡的妻子郭莲将他的照片缝
进女儿棉袄，嘱咐儿女长大后一定要找
到父亲。 1944 年，郭莲被敌人抓去严刑
拷打，始终坚强不屈，出狱不久便病重
去世。 她至死都不知日夜思念的丈夫早
已牺牲。

灯芯理论 精神永存

东北抗日联军入队誓约书第二条

规定：“我必定要爱护同胞人民，绝不敢
倚仗势力，利用机会欺侮人民，或营私
作弊。 对于同胞妇女和劳苦兄弟，特别

尊敬和保护他们。 ”
杨靖宇在磐石蜂蜜顶子与部队见

面时曾经说过：“根据地是油灯里的油，
游击队是灯芯，灯芯没有油能亮吗？ 磐
石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是磐石的子弟
兵，我们要打回磐石去。 ”

“灯芯理论” 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的
理论。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
治优势， 只有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才
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据不完全统计，抗
日战争期间， 抗联毙伤日军达 22.4 万
人。

东北抗日联军之所以能在异常艰

苦的环境下坚持斗争并取得胜利，一个
最根本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党的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深扎根东北老
百姓之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各
方面的力量。

红色江城 绿色再造

筚路蓝缕，风雨兼程。 流转的是岁
月，不变的是情怀。

今天，这片承载北国江城儿女热切
希冀的厚土，这片铭记中国共产党为初
心和使命不懈奋斗的热土，正深入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阔步行进
在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之路上。

一红一绿，相得益彰。 “双色”江城
拿出傲人成绩单：109 个贫困村全部脱
贫出列，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 2016 年
初的 65411 人到 2020 年底全部脱贫摘
帽。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
大跨越提升，上学难、看病难、吃水难、
出行难、用电难、通信难等难题得到历
史性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整体解
决。 而曾经创造众多新中国“第一”的北
国江城，如今凭借碳纤维、ABS、大功率
半导体功率器件、人造丝、维生素 E、苯
胺等在全国乃至全球极具竞争力的工

业产品，展示着老工业基地的新时代风
采。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吉林市正大
力建设旅游文化名城、 现代产业基地、
创新创业高地、生态宜居城市；重点发
展旅游文化、精细化工、先进材料、装备
制造、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生物产业“六
大产业集群”； 加快建设中心城市北部
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样板区、西部城乡
融合发展示范区、中部现代服务业发展
集聚区、南部宜居宜游引领区“四大板
块”；打造永吉、舒兰、磐石、蛟河、桦甸
“五个县域经济增长极”，全力以赴化政
策机遇为发展机遇，努力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的新江城。

抗战精神闪耀北国江城
江城日报记者 张春和

������磐石是中国革命老区 ，吉林市是
东北抗联抗日斗争活动的重要策源

地和大本营之一 ，红色资源深沉而厚
重 、悲壮而光辉 。 这座红色城市 、英雄
城市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工业支

柱城市———“一五 ” 时期国家实施的
156 个重大项目中 ，7 个半项目落在
吉林 。

历史与现实辉映，这些沉淀着吉林

市历史的红色符号，见证着吉林百年来
的历史性巨变。 而伟大抗战精神，则为
北国江城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在革
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江城人民
都始终举党旗、听党话、跟党走，以开拓
者的姿态奋力向前。 进入新时代，我们
更加坚信，永存于城市血脉中的红色精
神力量，一定会成为吉林进一步开拓振
兴的不竭动力！ ②13

短评：
开拓振兴的不竭动力

张春和

1927 年的吉林市。 图片由吉林市档案馆提供

今日吉林市。 闫斌 摄

闻 “汛” 而动， 向水而行。 在防汛
救灾这场关键硬仗中， 记者就是战士。

7 月 27 日 ， 省委宣传部通报表扬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在防汛救灾宣传报

道中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 ， 展现主流
媒体使命担当。

7 月 28 日 ， 市委书记安伟作出批
示： 祝贺宣传工作受到通报表扬， 为大
局添了彩， 为周口增了光， 感谢全市宣
传战线的辛苦付出和有为工作！ 望戒骄
戒躁， 持续发力， 不断有新亮点， 不断
有新作为！

表扬， 源自于周口主流媒体工作者
在防汛救灾中的勇往直前、 忘我工作。

7月中下旬以来， 受强降雨和上游洪
水下泄影响， 周口境内贾鲁河、 沙颍河
水位持续上涨， 汛情多年不遇， 防汛抗
灾形势十分严峻。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主
动应对、 提前策划， 全员进入战时状态，
实施全媒体采编应急机制。 第一时间组
成由社长、 总编带队， 全媒体记者组成
的特别报道团队， 兵分多路奔赴扶沟县、
西华县和周口市中心城区等防汛救灾一

线， 记录着防汛救援和灾后重建现场，
用暖心、 爱心写成一篇篇富有正能量的
稿件， 汇聚起防汛救灾的强大精神力量。

主动请缨 冲上一线

到防汛救灾一线去， 去见证！ 去记
录！ 去战斗！ 周口报人主动请缨、 奔赴
一线， 与当地群众并肩作战， 第一时间
多角度、 全方位报道防汛救灾情况。

汛情当前， 日夜兼程。 周口日报驻
西华记者张猛、 张志新， 自汛情发生以
来， 密切关注贾鲁河的流量、 水位， 在
防汛救灾一线奋战 10天 9夜。 为了及时
赶稿， 他们吃住在办公室， 每天睡眠时
间不超过 3个小时。 他们用手中的笔及
时传达防汛救灾实时消息， 记录一个个
感人故事， 凝聚起防汛救灾的磅礴之力。

汛情当前， 枕戈待旦。 7 月 21 日 6
时许 ， 当了解到贾鲁河西华段防汛形
势愈发严峻时， 张猛、 张志新第一时间
联系该县有关部门， 掌握实时汛情。 17
时 ， 有关西华县防汛的第一篇新闻稿
件 《西华火速启动防汛一级响应 3.5
小时安全转移 10 万余名群众》 在周口
日报微信公众号上推出 。 贾鲁河上游
汛情异常严峻， 洪峰紧逼西华， 多处险
工段出现险情 。 当天 21 时许 ， 张猛 、
张志新又连夜奔赴贾鲁河沿线 ， 相继
发出了 6条防汛抢险现场的新闻稿件。

汛情当前 ， 爱的奉献 。 7 月 24 日
凌晨 1 时许， 刚回到办公室的张猛接到
濮阳热心网友的捐赠电话 。 凌晨 3 时
30 分， 张猛和张志新决定引导爱心车
辆前往贾鲁河杜岗险工段 ， 将物资送
到一线最需要的地方。 行驶途中， 两车
发生追尾事故， 张猛所驾驶的车辆受损
严重， 所幸无人员受伤。

汛情当前， 不辞劳苦。 7 月 26 日，
在西华县聂堆镇贾鲁河鲤鱼滩险工段

的采访令张猛印象深刻。 张猛说： “那
天骄阳似火， 地面温度得有 40 多摄氏
度， 周口日报 10 名全媒体记者， 在防
汛救灾一线， 连续采访、 直播了 6 个多
小时， 饿了就吃口面包， 渴了就喝口矿
泉水。 等采访结束， 我才发现大家的肤
色都变了个样。”

截至 7 月 30 日晚 ， 在 《周口日
报》、 《周口晚报》、 周道客户端、 中华
龙都网、 周口日报官方抖音和周口晚报
官方抖音等平台， 刊发的来自西华防汛
救灾一线的稿件达 200 余篇， 直播报道
6 场。 西华县委主要领导， 多次对周口
日报的防汛救灾报道给予高度赞扬。

一路奔波 一路感动

前线采访， 记者记录温暖瞬间。 7
月 23日早上， 记者张劲松上班出发前，
已经带好了运动鞋、 雨伞、 干粮等去一
线需要的物品， 甚至还专门拿了几个不

漏水的食品袋， 用来保护手机， 希望及
时向报社发回报道。 在得知要到一线支
援采访的消息后， 张劲松立即出发。 直
到 31 日， 他一直奔波在防汛救灾一线，
只为讲好抗洪故事， 记录一线的温暖瞬
间。 他先后独立采写、 与其他记者合写
了 《河南扶沟： 七旬老村长主动请缨守
护大堤》 《百余人加固大堤 筑牢抗洪

防线》 《一天三顿不重样 我在安置点生
活得挺好》 《河水齐岸 3 小时筑起 300
米长堤防》 《坚守鲤鱼滩 人民有靠山》
《一路有爱 春暖花开》 等多篇报道。

前线采访， 记者从不畏惧困难。 7
月 24 日， 张劲松前往扶沟县曹里乡顾
家村采访， 为了能探访到村里进水的真
实情况， 他■着及膝深的水， 摸索着通
往村庄的道路。 目光所及之处全是水，
由于路况不熟， 他不知前面有个 3 米多
深的干渠， 差点滑下去， “干渠下面水
流湍急， 真滑下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说实在话， 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呢”。

前线采访 ， 记者常常泪湿双眼 。
“我一路奔波， 一路感动， 看到群众受灾，
不知流过多少次泪水。 在贾鲁河扶沟县
练寺镇西刘自然村险工段， 在此抢险的
村民张保德在介绍情况时， 说到伤心处，
‘呜呜’ 地哭了起来， 当时我也控制不住，
眼泪跟着流下来。” 张劲松说。

记者李凤霞、 王艳、 王映多次深夜
到大堤、 积水中、 安置点采访， 回到办
公室还要赶写稿件； 梁照曾在西华县聂
堆镇后宋村拍摄， 为了拍下感人瞬间，
顾不上换鞋， 下到水中； 段九君肩扛摄
像机连续直播几小时， 被晒中暑昏厥，
众人急掐人中； 乔小纳 3 次奔赴一线，
做了 4 场直播……周口日报的记者们克
服种种困难， 全程、 全息、 全员、 全力
做好防汛救灾宣传报道， 有力有效引导
舆论， 服务全市工作大局。

前线采访 ， 记者拿出采写摄录编
“十八般武艺”。 本报驻扶沟记者金月全

在防汛救灾一线奔波了 7 天 6 夜， 既负
责采访 、 写稿 ， 又负责出镜 、 拍摄视
频， 形成了 40 多篇文、 图、 视频稿件。
对于这场最终获得全胜的战役， 他坦言
将终生难忘。

新闻热线 爱心汇聚

周口日报防汛救灾一线报道快速准

确， 在社会中树立了可亲可信的形象。
广大网友纷纷在周口报业传媒集团旗

下各个新闻发布平台询问汛情， 表达捐
助意愿， 新闻热线变成了捐赠热线。 记
者们一边采访前线防汛救灾情况， 一边
及时采访报道社会各界驰援周口灾区

的典型事迹。
经本报牵线， 在极短的时间内， 为

西华县聂堆镇阎岗村筹措到防汛抢险

急需用的木桩、 竹筏； 经本报牵线， 淮
阳区常女士顺利地向西华群众安置点

捐赠矿泉水、 方便面等救灾物资； 经本
报牵线， 一位热心读者连夜装载西华急
需的物资 ， 驱车 6 小时从濮阳赶赴西
华； 经本报牵线， 中通快递公益承运了
一批由上海慈善基金会捐赠的物资， 按
时抵达扶沟县和西华县……据不完全
统计， 仅通过西华、 扶沟两县记者新闻
热线沟通联系进行的捐助就有上百次。

西华县水利局党组副书记、 副局长
白义东给记者打来电话说： “这就是咱
媒体的力量！ 一直不停有人来送物资。
我打电话一是想感谢广大网友的帮助

和支持； 二是要告知大家物资已经筹备
够了。 在爱心人士的关心支持下， 出险
堤段险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另外， 应
急物资也已调拨到位。 再次感谢爱心人
士的帮助！”

随着报道的继续深入， 许多网友给
周口报人留言： “辛苦了！ 感谢你们在
一线， 把灾情和感人事迹播报出来 。”
“没有你们在一线报道， 我们也不知道

具体情况， 感谢一线所有的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 “勇士们， 舍小家顾大家， 你
们辛苦了” ……

当看到自己的报道对防汛救灾产生

了帮助， 自己的稿件击碎了谣言， 那种
成就感给了周口报人很大的力量， 让大
家更加忘情地投入到工作中。

全媒联动 协同作战

作为新闻制作的大后方———编辑部

也在紧张有序地对前方传回的文字、 视
频稿件进行 “深加工”。 文字编辑、 视频
编辑、 配音主播互相配合， 多方联动。

为了将一线记者采写的消息及时编

发出去， 集团编务中心的编辑们每天都
要值班到凌晨以后。 其中汛情最为严重
的两天， 为了将我市防汛救灾会议精神
及时传达到基层， 带班总编辑和几名编
辑一直熬到凌晨四五点。

为了一线战况的快速准确发布， 周
口报业传媒集团还启动了融媒体应急编

发机制 ， 开通 “记者直击 洪峰过周 ”
图文直播， 所有参与防汛救灾报道工作
的一线记者和编辑都在这个工作群中。
记者在前方随时发布文字、 视频稿件，
编辑及时编辑， 后台专人 24 小时不间
断审核， 根据稿件特点， 第一时间签发
报业集团旗下抖音、 视频号、 微信、 客
户端、 网站等相应新媒体平台， 并向人
民号、 新华网等推送， 工作效率和传播
能力都得到大幅提升。

“我们要及时地向公众传达防汛救
灾一线最准确、 最权威的消息， 剪辑、
发布一线记者传来的视频。 还要及时回
复私信， 全国各地的网友， 包括马来西
亚等国外的网友都向我们发来私信， 通
常在凌晨 1 点到凌晨 3 点， 私信最多，
我们要及时回复这些捐赠人， 并且在第
一时间与我们的驻站记者取得联系， 确
保把捐赠物资最快运往防汛救灾一线。”
周口晚报官方抖音编辑何晴说。

“汛情关键的那几天， 睡觉也不敢放
下手机。 把手机握在手里， 时刻准备着，
手机一震动 ， 就能及时醒来 ， 剪辑视
频。” 周口日报官方抖音编辑王慕晨说。

据了解， 防汛救灾期间， 周口日报
官方抖音和周口晚报官方抖音平均每天

推送视频 20 多条， 其中多条视频播放
量达百万以上， 点赞量破十万， 取得较
好的传播效果。 周口日报、 晚报视频号
阅读点赞量暴涨。 周口晚报、 日报微信
阅读量有多个突破十万。

与此同时 ， 数十名中华龙都网编
辑、 周道客户端编辑、 现场云编辑也时
刻 “盯守” 在电脑、 手机屏幕前， 第一
时间播发前线战况。

为做好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全媒体

报道，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精心谋划、 科
学调度， 记者、 编辑各司其职、 各负其
责， 同心同德、 协同作战， 他们以第一
时间、 第一手报道， 传递一线信息， 有
力地回答了 “我是谁 、 为了谁 、 依靠
谁”， 在防汛救灾报道中展现了党报的
责任担当。 ③6

坚守防汛一线 展现党报担当

见习记者 邱一帆

金月全在贾鲁河扶沟北关大闸介绍

贾鲁河流量。 视频截图

张劲松在扶沟县韭园镇双洎河大桥

采访。 视频截图

张猛在西华县聂堆镇贾鲁河鲤鱼滩

险工段采访。 记者 王锦春 摄

周报采访团队在西华县聂堆镇贾鲁河鲤鱼滩险工段吃午饭。 见习记者 邱一帆 摄

张志新在采访护堤群众。 记者 张猛 摄

3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防汛救灾报道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