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田甜 唐婷

9月30日，湖南烈士公园。
清晨的阳光为烈士纪念塔披上浅

金色的外衣，“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
九个大字熠熠生辉。

松柏长青，烈士长存。在首个烈士
纪念日， 人们自发地来到湖南烈士公
园，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步履蹒跚的老兵来了， 一身戎装
的军人来了，青春飞扬的大学生来了，
童真稚气的孩子们来了， 带着孩子的
母亲来了……人们聚集在烈士纪念塔
前的纪念广场上，肃立默哀，向先烈们
致以崇高敬意。

77岁高龄的蒋泉坤老人静静站在
广场上，久久不愿离去。蒋泉坤的父亲

在抗日战争中牺牲， 那年他才6岁。上
午，他与妻子罗果然专程赶来参加省会
各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蒋泉
坤已双目失明，妻子搀扶着他，在他耳
边细细描述纪念活动的盛大场面。“和
我父亲一样的烈士们终于有了纪念日，
他们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安慰。” 老人
面朝烈士纪念塔抬起头，浑浊的眼中已
浸满泪水。

一大早，老兵黄世昌和10多位参加
过抗美援越战争的老兵相约来到烈士纪
念塔前，怀念牺牲的战友们。老兵们向记
者展开了一幅1966年周恩来总理接见

抗美援越部队代表的照片。 当年在战场
上，他们都还是毛头小伙子，如今却双鬓
斑白，最年轻的也已年近七旬。黄世昌激
动地说：“许多战友长眠于异国他乡，人
生却定格在青葱岁月， 他们都是新中国
的功臣，历史不会遗忘他们。”

“我们是21世纪的青年，我们要继
承先烈光荣传统，艰苦奋斗、甘于奉献；
我们要承担历史伟大使命， 努力学习，
投身科研……” 在这个特别的纪念日，
中南大学研究生院的32位同学自发组
织来到烈士公园，向烈士纪念碑献花并
庄严宣誓。同学们说，以后每一年“烈士

纪念日”， 他们都会来到这里， 纪念先
烈、传承历史。

“你们虽然长眠不醒，我们却将你们
永记。”“就让鲜艳的五星红旗为我们作
证， 你们未能走完的征程将由我们进
行。” ……纪念塔前， 童声清脆， 饱含深
情。长沙市芙蓉区大同三小的师生们来到
烈士纪念塔前，为烈士们朗诵了一首美丽
的诗歌，并献上花圈。孩子们胸前的抗战
胜利花格外鲜艳， 稚气的脸上神情庄严。
带队的钟明老师说，“孩子们没有经历过
战争年代， 希望他们能以革命先烈为榜
样，传承革命精神，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本报9月30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卓健 周仁 周明 ）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首个“烈士纪念日”。下午，省军区组织领导机关
和驻长直属队全体官兵来到湖南烈士公园革命烈士纪念塔下举
行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全体官兵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向革命烈士纪念塔
敬献花篮，并向革命烈士鞠躬。敬献花篮仪式结束后，组织部队官
兵参观湖南革命烈士事迹陈列室。

省军区领导号召官兵谨记： 五星红旗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中
国道路是烈士的生命开辟的。作为新时期革命军人，继承先烈遗志，
实现强国梦、强军梦，就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大力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努力践行当代革
命军人核心价值观，铭记历史，继往开来，开拓奋进，书写出无愧于先
烈、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篇章。

缅怀先烈英魂 践行强军目标
省军区组织官兵参加公祭烈士活动永不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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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马洁

点点烛光下青春的脸庞、红艳艳的国旗旁肃穆的身影、密密人
群的集体默哀……9月29日至30日， 湖南部分大学的学生们开展
了一系列烈士纪念日活动，缅怀革命先烈。

湖南科技大学：
天灯送先烈，红烛祭英魂

“三军用命换今朝，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谢谢革命先烈的牺
牲， 我们要怀着崇敬的心去感受与学习他们的奉献精神。”9月29
日晚，百余名同学自发聚集在明湖畔缅怀先烈。他们呈弧线排开，
点燃手中的红烛，默哀一分钟后，依次将手中红烛缓缓放入湖面。

建筑学院的黄薇看着点点烛光，心中一颤，眼泪夺眶而出：“没
有他们的浴血奋斗，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起灯，送烈士！”一盏盏写满祝福的孔明灯升入天空，嘹亮的
声音回旋在明湖上空。

中南大学：
全体本科新生为烈士默哀

30日早上8时，中南大学新体育馆，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
旋律，国旗护卫队护卫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2014级本科新
生在作军训成果汇报之前，庄重地为烈士默哀一分钟。

中南大学党委常委、 常务副校长黄健柏代表广大师生向革命
先烈表达了敬仰之情。他倡导大家踏着烈士的足迹，继往开来，共
筑中国梦。

“今天的气氛很肃穆，努力把祖国建设得更好才是缅怀先烈的
意义。”一名来自土木工程学院的2014级新生说。

生物机电职院：
开主题班会，与国旗合影

30日上午，生物机电职院的人文科学学院在校内开展了“我
和国旗合个影，我向祖国献祝福”主题活动，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
先烈。鲜艳的红旗、庄重的护旗手，吸引过往的师生纷纷合影。

会计系14395班的学生符槐合影后， 感到无比自豪：“和国旗
合影，荣誉感油然而生。没有先烈，就没有新中国；纪念先烈，让我
们更珍惜今天的生活。”

管理系组织学生去东湖老干所进行“弘扬革命精神，关爱红军
老干部”关爱活动，陪着老红军追思烈士事迹。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用新媒体搭建平台缅怀烈士

“英烈用他们的生命换取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还有什么理
由不努力呢？”网友@Angela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缅怀纪念烈士
栏目上的留言引起了共鸣，获得点赞上千。截至30日上午，已有
4000多名学生前来栏目祭奠烈士。

该校团委负责人介绍，除了专门开辟网上缅怀纪念烈士栏目，
学子们还自发运用微博微信参与讨论转发祭奠烈士话题。

此外， 该校团委还将组织学生在国庆假期后在烈士公园组织
开展公祭烈士活动。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员 周翼 谷宁）“飒爽英姿
的杨开慧， 英俊阳光的毛岸英，
她们母子都是为了新中国而献

出了年轻的生命， 我们要永远记住她
们。”。30日上午，来韶山旅游的广东游
客吴先生特意来到该市烈士陵园正遇
上韶山市各界代表200多人在此举行
“缅怀革命先烈，实现民族复兴”为主题
的首个烈士纪念日活动。

上午9时30分，着装整齐的公安民
警、驻韶部队官兵、师生代表、企业代表
和群众代表以及陆续自发赶来的游客
来到烈士塔前列队肃立， 向毛主席的
六位亲人铜像和烈士纪念塔敬献花
篮，并深深三鞠躬，肃立、脱帽，向革命
烈士默哀1分钟，遥寄哀思，沉痛缅。

本报9月30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罗德发）30日上午，怀化市
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代
表，与驻怀部队官兵、老战士、烈士

家属、学校师生等，来到怀化市革命烈士
陵园烈士纪念碑前，公祭革命烈士。

公祭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
始。 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宣读了公祭
烈士文。祭文指出，怀化这块红色的热
土，多慷慨英勇之士。自辛亥革命至今，
先烈英名可考者1万余名，不可考者难
以胜数。无数怀化优秀儿女，为实现民
族独立和复兴， 为谋求人民解放和幸
福，为创立新中国、保卫新中国、建设新

中国而英勇牺牲， 用鲜血和生命谱写
了信仰与奋斗、 奉献与牺牲的壮丽诗
篇。要继承先烈遗志，弘扬先烈精神，凝
心聚力，推动发展，奋力谱写中国梦怀
化篇章，用优异业绩告慰先烈。

另据了解，9月29日，作为重要的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粟裕同志纪念馆，
在重新布展后正式对外开放。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周洪勇）今天上午，岳阳
市委书记卿渐伟、市长盛荣华和
社会各界群众代表700余人，在
华容县烈士陵园举行了一场既

庄严隆重而又节俭的烈士公祭活动。该
市另外5县4区以及平江县14个建有烈
士纪念碑的乡镇也都举行了公祭活动。

岳阳市是革命老区， 全市在册烈
士达29000多人。目前，平江县、湘阴
县、华容县等地均建有烈士陵园。岳阳
市本级总投资2800万元的烈士陵园也
正在建设之中。

昨天，市委、市政府还动员各界力
量为困难烈士家属、 老年人送温暖，献
爱心，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社
会营造了弘扬烈士精神的良好氛围。

本报9月30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袁光宇）9月30日
上午，邵阳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
和人民团体代表、驻邵部队官兵、

老战士、烈士家属、学校师生等各界干

部群众上千人齐聚在松坡公园烈士纪
念广场，深切缅怀和悼念历代先烈。

10时整，公祭正式开始，邵阳市委
副书记、 市长龚文密主持公祭仪式，上
千现场人员齐唱国歌。 邵阳市委书记
郭光文宣读祭文。祭文指出，历史上，邵
阳先烈辈出。在新中国成立前，不仅有
用一篇檄文劝退千军万马的唐代咏史
诗人胡曾， 而且有我国第一个睁眼看
世界的著名思想政治家魏源； 不仅有
护国讨袁、 再造共和的杰出民主主义
革命家蔡锷，而且有火烧赵家楼、点燃
“五四” 运动第一把烈火的爱国勇士匡
互生。这些先烈的代表性人物，是邵阳
人民永远的骄傲和自豪。 表示要继承
先烈遗志，弘扬先烈精神，凝心聚力，推
动发展，用优异业绩告慰先烈。

本 报 9月 30日 讯 （记 者
陈永刚 ） 青松翠柏环绕的长沙
县烈士陵园，今天迎来了该县各
界的上千名公祭人员。

今天的公祭仪式上， 长沙县全体班
子成员，县直各单位和各镇、街道主要负
责人，全县烈属、老战士、学生和群众代
表，驻县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代表，默默环
绕烈士纪念塔一周，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
篮，致以崇高敬意。

本 报 9月 30日 讯 （记 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颜石敦
陈艳 ）今天上午9时，桂阳县在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欧阳海广场欧阳海
烈士塑像前举行公祭活动， 缅怀革命
先烈。

桂阳是革命老区，具有光荣革命传
统，先后涌现出北伐名将徐连胜、抗日
英雄曹克人、“爱民模范”欧阳海、抗冰
英雄曹述军等300多位革命先烈。

公祭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进行。
县委副书记、 县长庹登军宣读祭文。随
后， 武警官兵向革命先烈敬献了花篮。
烈士家属、老战士代表、学校师生代表
等300余人参加当天的公祭活动。

本报9月30日讯 (通讯员
毛绪军 记者 周小雷)祭奠革命
先烈， 继承烈士遗志。 今天上
午，在苍劲的松柏间，肃穆的烈

士塔前，龙山县在县烈士陵园隆重举行
公祭烈士活动。

上午9时整， 在龙山县革命烈士纪
念碑前，县委书记彭正刚宣读了祭文，少
先队员献唱了少先队队歌， 所有参加公
祭的人员集体向烈士行三鞠躬礼， 并进
行默哀。随后，参加公祭活动的人员列队
瞻仰了烈士墓区和英雄广场。

龙山县是革命老区， 这里是贺龙、
任弼时、关向应、王震、肖克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的湘鄂川黔革命根
据地的中心,当时的湘鄂川黔省委、省政
府就设立在该县兴隆街乡、 茨岩塘镇。
当年, 跟随红军闹革命的龙山县儿女有
9600多人，现有在册烈士2400人。

向烈士致敬
以青春的名义
———湖南高校学子深情缅怀先烈

为有牺牲多壮志 千秋浩气昭来人
湖南各地举行首个烈士纪念日活动

9月30日，衡阳市在衡阳烈士陵园举行大型
公祭活动， 南华大学青年志愿者向革命烈士纪
念碑献花。 曹正平 黄小舟 摄影报道

9月30日， 泸溪县社会各界500多人来到白
沙城南公园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烈士纪念活动，
为烈士敬献花篮。 向民贵 摄

９月３０日是国家设立的首个“烈士纪念日”，双峰县“蔡和森同志光辉一家”的群雕塑像前，学生们在悼念先
烈。当日，娄底市在双峰县蔡和森广场举行烈士公祭仪式。 乃继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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