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旗飘扬

9月28日上午，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下团村的新铺里“农家乐”，杨
光清带领家人在家门口幸福地升国旗。他与共和国同龄。2007年初，退休
后的他在乡下办起了“农家乐”。从当年开始，每年的重大节日，杨光清都
会带领家人升国旗，感恩祖国。 严钦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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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标
志和象征。 国旗升
起，令人奋进！国旗
飘扬，是中华儿女对
祖国的赞美和敬爱！

三湘大地， 无
论是在重大节日还
是日常生活中， 从
繁华都市到偏远山
区， 从社区到乡村，
都有很多单位、 个
人悬挂国旗， 以此
表达对祖国的感恩、
热爱和忠诚。

今天，本报特采
撷了一组国旗飘扬
的镜头，喜庆共和国
65华诞。

祖国，万岁！

9月30日， 长沙市天心区仰天湖社区，80岁的凌星老人将国旗固定在向阳的窗
口。他父亲早亡，家境贫寒，新中国成立后才过上安稳生活。65年来，每年国庆他都
要在家里悬挂国旗，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之情。 本报记者 田超 摄

9月30日， 望城区格塘镇高桥村，65岁的农民姚
志高在整理自己悬挂过的30面旧国旗。改革开放后，
他从事建筑行业，迈入了小康生活。2009年起，每逢
重大节日，他都在院子里升国旗。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9月28日， 刘辉雨在给孩子上课， 墙上的国旗鲜艳夺目。 即将60岁的他是隆
回县三阁司镇长葫教学点唯一的教师。 他在山区工作了36年。 本学年， 他仅有3
名一年级的新生。 “走上讲台， 站在国旗下给渴望知识的孩子授课， 觉得很幸
福！” 他愿将自己的余晖献给山区的孩子。 曾勇 摄

9月29日上午，长沙市开福区新河三角洲栖凤
路，张甫华的自行车上插着一面小国旗。今年60岁
的张师傅是安化县农民， 夫妻俩来长沙打工有15
年了，两人的父亲都是老党员。每年国庆，他都会
准备一面小国旗，插在自己的车子上，至少保留半
个月。 本报记者 田超 摄

9月29日，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举行升国旗
仪式。该院经常举行升旗仪式，常年悬挂国旗，对
残障儿童进行爱国教育。 本报记者 唐俊 摄

据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记者30日从民政部获悉， 尽
管由于年代久远， 搜集整理无名烈士信息的工作存在很大难
度， 但各地民政部门一直采取各种措施， 持续寻找无名烈士
的英名和事迹。

统计显示，上世纪90年代，全国有名可考、收入各级《烈
士英名录》的烈士为160多万名；2000年左右，这一数据上升
至170多万名；2011年，收入各级《烈士英名录》的烈士总数约
为180万名；今年9月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有名可考、
收入各级《烈士英名录》的烈士达到193万名。

据不完全统计， 近代以来， 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民族
独立、 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英勇牺牲。 由于战争
年代条件有限， 史料留存不足， 许多先烈没有留下姓名。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 自2011年开始， 我国开展了零
散烈士纪念设施抢救保护工程， 在这一过程中， 民政部门陆
续发现一些无名烈士的事迹、 线索， 经过认真核实， 且符合
政策规定的， 被收入各级 《烈士英名录》。

根据民政部提供的资料， 我国国内现有烈士墓98.9万余
座， 烈士纪念堂馆、 碑亭、 塔祠、 塑像、 骨灰堂等纪念设施
2.9万余处。 其中， 散葬的烈士墓83万多座， 零散烈士纪念
设施约1.9万处。 90多万座烈士墓中， 无名烈士墓为29万多
座， 安葬了78万余位无名烈士。

按照部署，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抢救保护工程计划今年完
成。 更多无名烈士的姓名、 生平等珍贵信息有望被寻回。

时值我国首个烈士纪念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
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国旗飘扬， 肃穆
庄严。 祭奠， 在金秋时节； 祭奠， 以国之名。

千万英烈， 为民族崛起而筑就厚实基座； 无数英魂， 凝
聚成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丰碑。 在国庆节前一天纪念烈士，
向他们致以国家最崇高的敬意和缅怀， 满含着中国人民 “国
庆勿忘祭先烈” 的情怀， 是中华民族气节所在。

近代以来， 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为了国
家繁荣富强， 无数的英雄献出了生命， 烈士的功勋彪炳史
册， 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 他们为国为民， 大义凛然， 不惧
牺牲， 英勇向前。 我们纪念， 为了不能忘却的历史， 为了激
励当下的民众， 为了面向未来的前行。

以生者的名义向烈士致敬， 是对所有生命的尊重， 也是
凝聚民族的力量。 先烈们为民族独立、 人民自由幸福、 国家
繁荣富强奋斗牺牲。 我们纪念烈士， 弘扬烈士精神， 缅怀烈
士功绩， 更应该牢记后来者的历史责任， 传承烈士精神， 继
承烈士遗志。

心怀敬仰， 努力奋斗， 兢兢业业， 每个中国人在各自平
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 我们的国家明天会更强大，
民众会更富足。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怀崇敬
之情，行肃穆之仪。 9月30日是国家设
立的首个烈士纪念日，全国各地各界干
部群众举行多种纪念活动，缅怀烈士功
绩，弘扬烈士精神。

当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
安门广场，与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向人
民英雄敬献花篮。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内庄严宁静，
来自吉安市党政军群、革命烈属和老红
军战士等1500余人在这里举行公祭活
动，瞻仰烈士纪念堂，告慰英魂。参加公
祭的王华文是革命先辈王佐的曾孙，他
说，今天首次以国家烈士纪念日举行公
祭，意义非同一般，体现了饮水思源不
忘本的国家意志， 有利于传承革命精
神，凝聚中国力量。

“缅怀革命先烈”、“牢记复兴使命”
等布标， 蒙蒙细雨给公祭增添了肃穆气

氛， 在位于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旧址
内“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前广场上，72
岁的“一二·一合唱团” 团员太国强说，
“今年国家设立烈士纪念日有着深远意
义，让我们永远缅怀先烈，为了实现我们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更要弘扬
烈士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

广西崇左市宁明县烈士陵园， 共安
葬790名不同时期为国捐躯的烈士。30日
上午，宁明县驻军官兵代表、中小学生、
烈士家属及参战老战士等约700人齐聚
烈士陵园， 一些武警战士在瞻仰时蹲下
身子，擦拭烈士碑文；几名解放军老战士
身着军服，胸前挂着军功章祭拜战友。

进入银川市八里桥革命烈士公墓
纪念厅， 参加过解放宁夏战役的84岁
的老战士蔡春志，看到战友的遗物激动
地流下了眼泪。

广东多地举行烈士公祭活动。在广

州烈士陵园， 庄严肃穆的音乐中，76岁
的武萃苓老人眼泛泪花，她脑海中浮现
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亲人的昔
日身影。 在1952年的上甘岭战役中，她
的姐姐武萍作为护士排排长，冒着炮火
抢救伤员， 后在敌机的轰炸中不幸牺
牲，年仅21岁。“国家设立烈士纪念日缅
怀先烈， 作为家属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愿姐姐和英烈们安息。 ”武萃苓说。

互联网上， 一支支虚拟的红烛在传
递，一声声发自肺腑的祝福在传播，“向英
雄致敬”成为今天出镜频率最高的词汇；
无论是草根还是大V，人们用这种方式表
达着自己对烈士的崇敬之心、缅怀之情。

纪念日当天，上海市大中小学生网
上公祭烈士活动专题网开通，重点介绍
烈士典型事迹，开通“网络献花”功能，
每位登录学子都可以向烈士“献花”，凝
聚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奋进力量。

缅怀革命先烈 牢记复兴使命
———各地各界隆重纪念革命先烈

俄罗斯：
纪念卫国战争 展示民族精神

5月9日是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 设
立这个节日是为了庆祝苏联军队和人民在
二战中战胜纳粹德国，同时也为了纪念在
二战中为抗击德国法西斯而牺牲的苏联红
军将士以及遇害的无辜平民。

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重要节日
之一。 近年来，每逢胜利日，俄罗斯会举办
包括盛大阅兵在内的各项庆祝和纪念活
动，展示国家形象、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热
情和民族精神。

德国：
缅怀受害者 警示未来

1996年1月3日， 德国时任联邦总统
赫尔佐克发表公告，宣布设立纳粹受害者
纪念日，并将这一法定纪念日定在每年的
1月27日。 1月27日原本是二战期间苏联
红军解放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日。

赫尔佐克在公告中指出：“这一纪念活
动将不会结束，它必须提醒后人保持警醒。
通过这项活动，人们缅怀受害者，向他们表
示哀悼，并且尽力避免重复这一危险。 ”

自从设立纳粹受害者纪念日以来，德
国每年都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包括朗读、
演出和祈祷等，公共建筑降半旗，悼念在纳
粹时代遭受极权主义政权暴虐和奴役的受
害者，让人们对纳粹分子的罪行保持警醒。

法国：
纪念一战停战 法德携手
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

念日 。 在西方 ，人们将这一天称为 “休战
日”。 在法国，这一天也是法定假日。

2009年11月11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
和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一起在法国参加
“休战日”纪念活动。 默克尔和萨科齐一起
站在了位于巴黎凯旋门脚下的无名战士墓
边，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这是一战结束后
德法两国首脑首次携手纪念一战 “休战
日”。 （据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我国持续开展
无名烈士英名寻找工作

祭奠，以国之名
■短评

9月30日， 一位老兵在深圳革命烈士陵园举行的公祭活动上敬礼。 新华社发

不同的纪念 共同的心愿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