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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精神: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
□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学生 刘欣宇

文明五千载，源远流长；建党一百年，
初心不忘。回顾百年奋斗史，中国共产党
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抗日战争伟大胜
利是其中重要的转折点。

站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内，我深切感受到
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成
为抗战中流砥柱；中华儿女们如何团结一心
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抛头颅、洒热血；中华

民族如何彰显出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
气节。我在对先辈们的付出牺牲充满敬意
的同时，也被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
程中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所震撼！

作为一名大学生和青年党员，先辈们
彰显出的抗战精神，就像一盏指引我们前
进的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我们未来的路，
用青年的责任与使命感，为国家与民族贡
献出我们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党柏峰
□ 中华女子学院学生 范雅祯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妇女
运动的策源地。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个
春秋里，十分重视妇女工作，在中央妇女
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妇委）领导
下，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简称边区妇
联）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积极投身革
命的洪流中，解放思想、参政议政、参加
生产、拥军优属、支援前线，加强儿童教
育等有力推动了全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蓬
勃发展，促进了边区和各根据地的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建设，为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真正起
到了半边天的作用，在我党妇女运动史
上，书写了绚丽多彩的华章。

陕北是较早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地区
之一。延安时期，中央妇委会旧址的一
张照片显示，早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
前的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工农兵代
表大会在铜川南梁荔园堡召开，选出了
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
府，并一致推选张景文担任陕甘边区苏
维埃政府妇女委员长。次年9月24日，
陕甘省妇女代表大会筹备会成立。1937
年1月13日，党中央进驻延安后，这里就
成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中心，也成了
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中心。

“我要去延安！”从十里洋场的黄
浦江畔，从海外，从天南地北、五湖四
海……一批又一批优秀女性历经艰难
困苦也要前往延安，为了一个新中国，用
热血和汗水为之奋斗。毛泽东曾为最早
到达陕北的著名女作家丁玲题词：壁上
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
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
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
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为了推动中国妇女在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中发挥半边天作用，中央组织部成
立妇女工作科，蔡畅担任妇女科科长，负
责建立各级妇女组织。1937年12月，中
央妇女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
党领导妇女运动的新篇章从此开启。

在中央妇委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

妇女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先后组织成立
了18个县妇联，1个直属市妇联，179个
区妇联，1065个乡妇女代表会，会员达
27万人。从1937年到1941年，各抗日
根据地也先后成立了妇女救国会组织，
领导各地的妇女运动。通过一张张珍贵
的历史照片，我们仿佛看到一场轰轰烈
烈的妇女运动场景，心情澎湃。随着各
级妇女组织的建立，为开展卓有成效的
妇女运动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组织
基础。

1942年3月13日，中共中央通过了
《根据地各级妇委组织工作条例》，并发
表了《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三八”妇女节
的指示》，号召：“妇女工作者必须学习农
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才能
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领
导者。”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边
区妇女共纺纱600余万斤，织布46万余
匹，可以满足全边区抗日军民用布总量
的1/3。妇女参加劳动，进一步推动了妇
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多领域取得真正的
平等解放。

1939年6月1日，《中国妇女》杂志
在延安创刊，毛泽东对这一专门以妇女
工作为对象的杂志创刊非常关心，亲笔
为其题词：“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
国革命胜利之时”。

在党中央和中央妇委的领导下，更
多女性在科技文艺工作方面创作出举世
瞩目的贡献。著名植物学家沈骊英，研
究了9种抗病害力强的高产小麦杂交育
种，惠及数省；延安著名文学家丁玲撰写
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荣斯大林文学
金奖；女作家莫耶谱写的《延安颂》，久唱
不衰……

中央妇委在延安的10年间，在党中
央的领导下，组织各界妇女解放思想，参
战参政参与生产，支援前线，在各项工作
中，积极、热情，充分发挥了妇女半边天
的作用，为民族的解放、独立，人民的自
由幸福贡献了巨大力量。正如毛泽东所
说，“延安妇女运动是全国妇女运动的推
动机。”中国革命在延安走向胜利，从延
安走向北京，妇女运动的“奋发为雄”“突
起异军”，功不可没。

杨家岭：
中国妇女运动的策源地

□ 中华女子学院学生 范雅祯

“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延安是新中国妇女运动的策源地，
当中华民族面临危难之时，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妇委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听党话跟
党走，踊跃投身到火热的革命中，延安时期的妇女运动成为“全国妇女运动的推动机”。

眼前窑洞里的每一张照片都有着感人至深的故事与荣光。宝塔山下，延河岸边，
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来自五湖四海、豪情万丈的时代女青年，她们在革命的熔炉里，心
怀信仰，不断进步，不断成长，在她们的带动下，延安当地妇女也逐步解放思想，开始
识字认字、读书看报。

妇女的进步从未止步，妇女的楷模接连出现。作为一名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我
必当继承她们的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
自己应有的贡献。

革命的荣光指引我前行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党柏峰/陈雨
薇 发自延安 日前，延安大学文学院的
女大学生们来到杨家岭中央妇女运动委
员会旧址，缅怀先辈，重温党史，立志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巾
帼力量。

参观中，女大学生们仔细观看历史资
料，认真听取事迹讲解，在珍贵图片资料
前驻足，在历史场景中思索，一起重温了
延安时期妇女运动的激情岁月。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研究
生会主席沈小东表示，重温延安时期的妇
女工作让她想起了去年在抗击疫情战场
上战斗的各行各业的妇女同胞们。面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
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她们挺身而出，坚
守在各自的防线上，英勇奋战，无私奉献，
以责任和担当为国家贡献了巾帼力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广大妇女同

志应当以她们为榜样，吸取历史的经验，
切实承担起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新
任务，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和努力，充分
展现新时代女性的风采。”参观过程中，
学院女工委书记淮亚莉讲述了蔡畅等革
命先辈的事迹，与同学们一起学习了延安
时期妇女工作的机制和经验。

文学院院长王俊虎认为，作为革命圣
地延安的新时代女性应当自觉传承红色
基因，听党话，跟党走，扎实学好党史。以
实际行动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巾帼力量。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铿锵有力的入
党誓词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回荡。一
处红色遗址，就是一段党史的缩影；一次
参观学习，就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女大学
生们纷纷表示，要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
慧和力量，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建功新时
代，奋进新征程。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耿兴敏
□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学生 刘欣宇

穿过宛平城东城门，向西几百米处，就
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大门。而宛
平城墙上，至今还保留着1937年7月，七
七事变爆发时日军炮击宛平城的弹痕。

除了周一闭馆日，位于卢沟桥畔的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每天迎来的参观群众
穿梭不停。来自江西的张大爷坐在进口处
的长椅上休息，他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这是党和国家为我们老百姓建立的免费
参观的纪念馆，感谢党和国家！胜利来之不
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记
住烈士们的牺牲，让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的开端
初春的卢沟桥上，一个个石狮子傲然

挺立，桥下的永定河水潺潺而流。
如今的卢沟桥北面不远处，河道上已

经架起高高的高铁桥。但卢沟桥的记忆
中，石狮子的沉默里，见证了84年前那个
夜晚的腥风血雨。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
出武装抗日号召，民族救亡兴起。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
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悍然炮轰宛平
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中国守军
奋起抵抗，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中国共产
党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抵抗日寇侵略。

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
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
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
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以国共
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
形成，全国抗日武装开赴前线，共同抗击日
本侵略，开始神圣的全民族自卫战争，开辟
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根本保证，中
国共产党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广泛
发动人民群众，提出论持久战的方针和一
整套作战原则，对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
战略领导，是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员李
庆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武装，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
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建立巩固的抗日民
主根据地，逐渐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成
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中坚力
量，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正是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
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
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使全国各民
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
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团结一心，义

无反顾投身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
斗争中，让抗日战争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观，
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抗战精神：伟大民族精神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
育出了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
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
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这种精神和信念，激励着全国各族儿
女为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抛头颅、洒热血！
大批爱国女青年和各界妇女纷纷走出家
门，投身抗战的洪流中。

92岁的杨淑英老人说，抗日经历是她
人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段岁月。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年仅16
岁的杨淑英，在河北省定县幸店子村担任
妇救会主任。此时，日军的进攻有增无减，
对根据地人民的屠杀更加凶残。杨淑英带
领村里姐妹们，抬起担架，奔赴八路军攻打
敌人炮楼的前线。枪炮声并没有让她恐
惧，杨淑英说，只有看到一位位受伤的八路
军战士时，她才会和姐妹们一起流泪。

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人
员，李庆辉表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
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
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贾莹莹
□ 渤海大学学生 孙梦洁

清明节前夕，前来辽宁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祭
奠英烈的人们络绎不绝。众多市民来到英雄纪念
碑前缅怀先烈，走进纪念馆重温历史。英烈们用生
命捍卫信仰，用鲜血浇灌理想，构筑起一座座不朽
的丰碑。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具有决定意义的“三
大战役”之一，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同年11月
2日结束，历时52天。辽沈战役连同淮海、平津三
大战役的胜利，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正义之师 英雄之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
争。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向

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国共大规模
内战全面爆发。战争爆发之初，国
共两党的军事力量相差悬殊，到了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
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发生
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军委根据
东北战场发生的变化，于1948年
9月7日，指示要确立打前所未有

的大歼灭战的决心，集中主力攻克锦州，把敌人封
闭在东北加以歼灭。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正
式打响。

想要夺取锦州首先要夺取重镇义县，东北人民
解放军首先向义县发起进攻，激战4小时，歼灭万
余人。蒋介石见义县失守，锦州被围，紧急召开会
议，商议增援锦州的部署，组成东进兵团与西进兵
团增援锦州。在进行锦州外围战的同时，解放军分
别在塔山、彰武、新立屯地区作战。塔山东临渤海
西靠红螺山，距离锦州外围不足20公里，是国民
党东进兵团想要增援锦州的必经之路，从10月10
日~15日，经过6个昼夜的鏖战，东北人民解放军
顽强地守住了阵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增援的企图，
这就是解放战争史上的英雄战役——塔山阻击战。

血肉之躯 攻克敌军壁垒
锦州处在辽西走廊上，地势北高南低，依山面

海，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经过外围战后，东北人
民解放军以25万人的优势兵力从北、东、南三个方
向发起了总攻，担任北路攻击任务的第二、三纵队
迅速突破城北城防，第三纵队尖刀连排长李世贵带
领小队率先登上了城防，把红旗插在了城楼之上。

第二分队突破城防的西北角打开了突破口，在向第
二道城防发起冲锋时，路基上一座地堡的机枪突然
开火，就在这紧要时刻,尖刀连的战士梁士英奋不
顾身冲上前去把爆破筒塞进了地堡的枪眼之中，但
两次都被国民党军给推了出来。危急时刻，他用双
手紧紧抓住爆破筒，用全身力气死死抵住。“砰”的
一声，地堡被炸毁了，梁士英用自己的身体为部队
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锦州之战历时31小时，锦州的解放为辽沈战
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东北人民解放军对长春
实行的是长围久困的方针，首先是经济封锁，城
内矛盾多发，东北人民解放军采取强大政治攻
势，通过各种方法瓦解敌军。19日国民党投诚，
长春解放。

占领沈阳 东北全境解放
解放军的节节胜利给东北的国民党军极大的

震撼。10月18日，蒋介石召开会议，但由于国民党
内部意见不统一，经过5天的争吵最终决定攻击黑
山，撤退营口，但时间已经太迟了，26日拂晓，在辽
西地区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战斗，战至28日，国民党
军西进兵团10万余人全部被歼。

11月1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向沈阳发起总攻，
当攻至市中心时，国民党将领及军官缴械投降，沈
阳的解放标志着全东北的解放。

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1月2日
结束，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余人，缴
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辽沈战役结束以后，东
北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也组成了支前队伍，随军入关
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

□ 渤海大学学生 孙梦洁

“我知道炮弹、子弹打在身上会死，但我是共产
党员，不为升官，不为发财，为了人民就不怕死！”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英雄之战浮现在我的眼
前。炮火轰鸣、硝烟四起，遮云蔽日，枪林弹雨掀翻了
地堡，炸毁了掩体，战士们就以一棵大榆树作为掩护，

遮挡敌人的子弹。原本三四个人才能合围的大树，
经过战斗的洗礼后只剩下博物馆中这残存的木片。

辽沈战役为新中国的成立迎来了第一缕曙光，
它让当时的人民看到了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从家破
人亡的苦难，从国家疆域被割裂，民族尊严被践踏的
痛苦绝望中升腾出来的希望，看到了一个统一的新
中国成立的希望。而今，战争已远去，但战士们的爱
国热情与无私无畏仍是指引我们新时代大学生前进
的光。我们的前辈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红色基因
已深入他们的血脉之中，我们也一定要让这些红色
基因代代传，让这束光一直照耀下去。

辽沈战役：
迎来新中国诞生的曙光

追 寻 延 安 时 期 妇 女 工 作 道 路
延安大学女大学生坚定信念再出发

学党史 祭英烈 忆初心 再出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铭刻史册的伟大胜利铭刻史册的伟大胜利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建党百年，无数先烈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献出了热
血与生命，他们以流血牺牲换来了新中国的建立，以血肉之躯筑起了中华民族不倒的长城。

先烈逝去，时代更迭，但他们的精神永存于一个个真实的事迹中，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红色光辉。
清明将至，在这一缅怀先烈、祭奠逝者的重要时节，本报特推出“讲党史 祭英烈 忆初心 再出发”清明专版，组织女大学生奔

赴延安等革命圣地，敬献鲜花、讲述党史。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中，凝聚奋进新征程、奋斗“十四五”的强大精神力量。

清明
专版

编
者
按

女大学生向姜仁福烈士铜像献花。

女大学生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铜墙铁壁》雕塑献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