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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德里札记 
|| 赵昌鹤

去上海办事，临回来的前一天中
午，故友来电话约晚上去餐厅小聚。
来沪的事已办妥，就应约了。这次来
沪住在南京西路，离朋友约的饭地儿
不远，正好下午也闲，便决定午休后
漫步前往，顺便寻访一下上海石库门
的老建筑。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
无。愈发短暂的上海春季，乍暖还寒，
空气干爽，树木初芽，日新日浓地给
大都市涂抹着春绿底色。餐厅以前来
过，就在大沽路上。从住处一路向南，
过街穿巷，很快就到了目的地。离晚
饭时间还早，就穿过饭店背后的绿地
公园，沿着老成都北路继续向南闲逛。
走到延安路时，右手街角的两排石库
门旧式建筑，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间格外醒目。驻足近看确是老辅德里
625 号，中共二大会址。

与耳熟能详的一大会址相比，二
大会址的知名度与观览人数虽低一些，
观瞻修缮的建筑规模也要小许多，但
这里诞生了许多党史上的第一 ：第一
部党章的制定、第一次公开发表《中
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提出党的民主
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
思想、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
的口号等。其实二大时隔一大仅仅一
年， 是 在 1922 年 7 月 16~23 日 召 开
的。正像机缘巧合的地址名，一大“树
德里”、二大“辅德里”，一“树”一“辅”，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下午参观的人
不多，不用预约，拿身份证换票就可
以参观了。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为两排东西
走向的石库门里弄住宅建筑，这里曾是

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也
是我党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
出版社的所在地，基本保留了 1915 年
辅德里旧式住宅建筑风貌，同时隔壁
的平民女校旧址——中国共产党创办
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也得到
了修复保留。纪念馆面积不大，展区
由“序厅、中共二大展厅、党章历程厅、
中共二大会议旧址、平民女校旧址展

厅”五个部分组成。
展区最突出的是党章历程厅，面

积超过了整个展区的一半。这里珍藏着
一本 32 开的铅印小册子，其中就有中
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共有 6 章 29 
条，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与入党手续，
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
律和制度等都做出了具体规定。它的
诞生，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最终完成，
党的事业由此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据
讲解员介绍，关于党的首部党章文献
资料还有一个故事。上世纪 20 年代后
期，上海中共党员张静泉为保守党的秘
密，在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前，将
包括首个党章在内的 30 余件党的文献
从上海秘密运送回宁波老家托父保管。
老人深思熟虑后，编了个“儿在外亡故”
理由，为张静泉与早逝的妻子修了合
葬墓，并将儿子转交的文件藏进空棺
作衣冠冢，以期儿子回来“物归原主”。

没想到张静泉因积劳成疾于 1932 年病
逝。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张父才把墓
穴中的文件交给上海市相关部门，通
过上海相关部门转交给中央档案馆予
以保存。除了珍贵的第一部党章文献，
党章历程厅还陈列了近 20 部我党历代
代表大会履行历史使命，部分制定或修
订党章的历程，集中展示了一大党纲、
二大到十九大党章，从一个独特的角
度，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弱小走
到成熟强大的过程，通过党章发展反
映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
精神，尤其是十八大、十九大对党章
的修订要义，更加深刻感受到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的决心与魄力。

从纪念馆出来，仍然沉浸在党史
长河中，望着眼前延安路上，高架盘龙，
各种车辆川流来往，感觉如此玄幻不
真实，眼前一幕幕历史画卷，帧帧真切。

一百年前，这里是列强飞扬跋扈的法
租界，延安中路当时叫福煦路，是以
当时法国将领的名字命名的，国人群
像或车夫、或小贩、或买办无不陪衬
着洋人们的趾高气扬，虽灯红酒绿却
在记忆冥想中是那样的黑暗……恰在
这时，一群铮铮傲骨的知识分子，怀
着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惜用生
命，欲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铁肩担
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们用坚定信念
与革命精神发出的璀璨光芒就像黑夜
里的火把，使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

了希望与未来。
回到现实，望着眼前繁华的大上

海，无论是快递小哥，还是都市白领，
无论是戏耍孩童，还是漫步老人，无
不散发着主人翁的自信。仅仅百年，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弹指一挥间，
桑海变沧田。此刻，我身为一名普通
党员感到无比自豪与骄傲。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
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
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
砥砺品格”，在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体党员学习党史
的金句犹在耳畔。中华能崛起离不开
先辈们的奉献，这些先辈们不畏艰难
困苦，无私地为人民奉献，他们是人
民的领路人。革命先驱永垂不朽！

保加利亚餐厅与二大会址几乎背
靠背，中间只隔了一片绿地公园。回
到餐厅时，恰巧朋友也到了。

餐厅不大，厨师兼老板伊万是一
个 50 多岁的保加利亚人，地道的中国
通，一口洋泾浜英语有点话痨。点菜时，
我特意用“哈拉少，伊万”与他打招
呼，伊万微怔了一下，也回了“哈拉
少”，并说等会儿忙完一起喝一杯，他
请。望着伊万的背影，想着保加利亚
1990 年前也是社会主义国家，“颜色革
命”已经 30 多年，西方所谓的“民主
与自由”并未见得给保加利亚人民带
来应有福祉，也是唏嘘不已。那晚客
人不多，伊万请我们喝了可不止一杯，
也许是同龄吧，聊得很投机。临别时，
我和朋友额外买了两瓶伊万代销的保
加利亚玫瑰精油，算是答谢吧。

我的航空梦
|| 柴菊

我出生于陕西汉中——一个位于秦
巴山区的地方。上世纪 60 年代按照国家
三线建设部署，一大批航空、航天企业在
这里兴业建厂，一大批建设者从祖国四面
八方来这里开启了他们的“航空梦”。

我家住在城郊，与家一江之隔的地
方就有一个机场。小时候，只要天气好，
经常能看见飞机在跑道上起飞、降落。看
着飞机疾驰而来或者呼啸而去，心想着是
什么人把飞机制造出来的啊，他们可真了
不起！上了初中，父母把我送进了当地的
一所航空子第学校——“长空学校”，每
次写学校名字的时候我总会想到“鹰击长
空”，想象飞机像雄鹰一样划过长空，翱
翔在蓝天白云之间的壮美景象，那时的我
就在心中埋下了“航空梦”的种子。高考
后填报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在第一志愿
栏里填上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最终
如愿以偿。南航校歌里“效法羲和驭天马，
志在长空牧群星”的雄宏歌词，每次回响
在耳畔，都让我心潮澎湃。在大学里，我
更加系统地学习和了解了航空航天系列知
识，这也使我内心的“航空梦”从梦想一
步步变得真实起来。

毕业后，我回到了位于家乡的航空
工业东方，成为一名真正的航空人。工
作几年来使我深刻体会到“航空报国、
航空强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需
要我们实实在在干出来的。进公司伊始，
我在市场部门工作，直面客户让我直观
感受到用户对国产高质量武器装备的需
求和渴望。后来，我进入质量部外场室
工作，从售前转入售后，让我更加意识
到高质量对产品的重要性。“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质量就是一个慢慢累积、不断改进的过
程，需要从一点一滴小事做起，厚积薄
发。外场工作繁杂且无固定事务，刚到
这里时，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故障信息、
电话接访，我也曾哭过、烦过，有过要
放弃的想法。但是看到办公室的一位外
场老师傅生病做手术不能讲话仍然发微
信交代事项，看到外出保障的同事们顶
着炎炎烈日在机场跟飞保障，看到试验
设备、生产设备 24 小时不停，同事们三
班倒只为完成任务保交付的努力与拼搏，
让我愈加深刻体会到什么是“有梦想，
就要坚持”的铮铮誓言。

在领导和同事的耐心指导和帮助下，
我也渐渐从一位初出茅庐的小丫头成长
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外场业务骨干，工作
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我都能够沉着应对、
妥善处理，在保障公司利益的同时最大
程度做到让用户满意。

航空梦是指引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我相信，我的航空梦也一定能够在“质
量强国”的征程中结出累累硕果。

从七三一部队遗址到型号首飞
|| 李子丹

落地哈尔滨是周五晚上七时，没
戴手套推着行李箱的我只在室外走了
一分多钟，就觉得骨缝儿里扎进去一
棱冰，所幸很快坐上了去哈飞宾馆的
车才缓解了这份冷冽。

一路上我和司机齐师傅都没有说
话，车里的暖气吹得我昏昏欲睡，在
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齐师傅突然清
了清嗓子，“这一片是七三一部队遗
址。”七三一？我一时想不起七三一
是什么部队，只觉得这个部队名字分
外耳熟。绿灯一亮，齐师傅开车左转，
我扭着头看向齐师傅指的那片地方，
没有灯，光秃秃的树杈上挂着积雪，
房子被笼罩在一片漆黑中。

七三一部队！就是日军侵华时期
假借研究防治疾病和饮水净化，实则
使用活体中国人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
究和人体试验研究的部队！我猛地扭
头再看向那里，发现车又拐了一道弯，
七三一部队遗址已经不知去向。

来哈尔滨跟首飞仪式是我入职后

第一次出这么远、这么重要的差，顾
不得多想其他，质量评审会、放飞评
审会、提前搭首飞稿子框架，周末
的时间被一块块分割，等忙完手头的
事，我才发现已经是周日下午的一点
多钟。阳光透过宾馆的玻璃洒进屋里，
我脑中突然想起七三一部队遗址的名
字，犹豫了几秒钟后，我换好衣服出
了门。

从哈飞宾馆到七三一部队遗址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抄小路只需要五分
钟，七拐八绕隔着马路一抬头就看到
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几
个字，两层的红砖楼上堆着厚厚的雪，
远处有几个烟囱耸立。等红绿灯过马
路的一分钟内，遗址院中始终空无一
人，远远看去，七三一部队遗址仿佛
凝滞了。

走进七三一部队遗址，马路边
上的嘈杂声变小了，两层红砖楼是
七三一部队本部旧址，离南门卫兵室
有二三十米，一路走过细菌实验室旧
址、监狱遗址、毒气实验室旧址、结
核菌实验室旧址，积雪越来越厚，为

了通过玻璃窗把遗址看得更清楚，我
只能踩雪进去看，每个旧址里错落着
不同大小的坑，坑里是横竖交替的管
道，坑上是窄窄的栈道和楼梯，阴森
又恐怖。

遗址院落中只偶尔出现一两个
人，大家都裹着最厚的围巾帽子，连
眼神交流都无法实现。不知是氛围作
怪还是我在户外待的时间太久，我迫
切地想回到室内，找个人多的地方缓
缓。按照地图指示，我走进了一座
半地下式的博物馆——侵华日军第
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迎头出现几
行各国语言的文字，“反人类暴行”
赫然几个大字映入眼帘，在幽暗的灯
光和曲折的格局中，我硬着头皮走进
了这座博物馆。影绰的红光中，陈列
的细菌培养皿、破碎的细菌弹弹头、
一串串真实的尸检报告，成沓的手术
记录，逼真的手术台蜡像，窒息感和
愤怒感剧增。

我逃也似的从博物馆走出来，下
午三时半的哈尔滨太阳已经西斜。还
沉浸在博物馆氛围中的我疲惫不堪，

回宾馆后立马倒在了床上，就连晚饭
我也吃得比平日多，好像多吃点东西
可以压制住下午的阴郁。

而后首飞在即，忙碌和紧张冲淡
了周日下午的不适。首飞前一天，部
门过来拍照的强哥带我一起去踩点，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首飞仪式，激动与
兴奋不必言说。我和强哥匆匆赶到现
场时直升机刚刚离地不足一米，它墨
绿色哑光的外形看上去很让人有安全
感，旋翼旋转时的轰鸣声有力而直击
人心，连带着现场掀起的风都格外猛
烈。组装好相机设备后，我开始盯着
直升机看飞行动作表演，中间强哥吼
了我好几声让我戴好帽子和手套，我
才发现自己看得太入迷，在冷风中吹
了这么久。但奇怪的是，我一点都不
觉得冷，我甚至觉得在零下 18 摄氏
度的机场站着格外地开心，就连呼吸
进来的空气都让人神清气爽，昨日所
有的压抑都一扫而空。

首飞当天，哈尔滨一下子回暖，
最低温度只有零下 10 摄氏度，现场
的保安都跟我说，今天的天气太给面

子了。尽管前一天我已经看了一次彩
排，但首飞当天的我依旧觉得一切都
新奇，随着振奋人心的音乐，机库大
门缓缓打开，这是我第二次见它，喜
悦之情更甚，它每一次悬停、侧飞，
我都紧紧盯着看，踏实又满足。

从哈尔滨回来后，我时常觉得这
几天颇为奇幻，前一日还沉浸在抗日
战争时期我国积贫积弱的惨状，被种
种非人道的残虐行为气红了眼，后一
日却又目睹了直升机平台系列新的研
制成果，见证了航空装备建设又取得
了重大突破，被型号首飞治愈。

我时常在想，几十年前的同胞是
怎样任人宰割，又是多么期盼祖国繁
荣强大的到来。而我此次出差，从压
抑到满足，24 小时都不到，我所有
的不甘、怫郁、抑塞都被型号首飞冲
刷干净。这个反差是幸福的，我愿体
会到更多这种反差，也希望以后更多
的人能体会到这种反差。

| 我的红色之旅 |

“脱贫攻坚 共享小康全国摄影展”在国博开幕
本报讯（记者　姜坤英）

4 月 9 日，“脱贫攻坚 共享小
康全国摄影展”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开幕。展览生动记录
了脱贫攻坚战这一伟大历史
实践，以影像的方式展示和
反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
的伟大成就。

近 180 幅摄影作品是多
年来全国广大摄影人和基层
一线扶贫干部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以及在参与扶贫助困
具体工作中所拍摄的优秀作
品。展览以单幅摄影作品为
主，通过新旧对比，从“攻
坚”“圆梦”两个部分，生动
展现中国决胜脱贫攻坚、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成果，
用有温度的作品讴歌脱贫攻
坚战中的先进思想、先进事
迹、先进人物，展现全国人
民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摄影作品选取了被广泛
关注的脱贫攻坚地区，也重
视了楷模人物的表现。其中
反映的区域作品，如“实事
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精准扶贫”的十八洞村 ；从

无到有、从穷到富，通过对
口扶贫协作走向全面小康的
闽宁镇 ；整体搬迁、居住和
交通条件改善、打造旅游产
业的悬崖村等。人物表现方
面，加入了反映全国脱贫攻
坚楷模白晶莹、黄文秀等先
进典型以及反映传承与弘扬
焦裕禄精神的作品。

展览采用静态照片与动
态影像相结合方式讲述中国
脱贫故事，提升展览的观赏
性。除了介绍展览和影像扶
贫驻点工程等内容的开场视
频外，还有焦波执导的纪录
片《出山记》、第一书记的视
频展播。

为增强观众对脱贫攻坚
重大成果和重要意义的认知，
展区设计了多媒体互动演示，
详细总结了历年饮水、保障、
居住、医疗、就业、教育等
方面的脱贫攻坚成绩数据变
化，并整理出每年脱贫攻坚
主要的任务目标，以让观众
对脱贫攻坚伟大成就有更宏
观的了解。

黄孝邦　摄 李舸　摄

梁达明　摄居杨　摄

图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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