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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 4 月 8 日电 （记
者 刘娟）如果生在政治清明的太平
时代，他会是一个温情丈夫。然而在

“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封建王朝末
期，他却成了为天下人蹈死不顾的

“铁血丈夫”——二十四岁就被残害，
匆匆与爱妻及腹中孩子诀别，从此长
眠异乡。

他，便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
一林觉民。

朱门灰瓦，翠竹掩映下，林觉民
的半身塑像伫立在其故居内，目光直
视远方。塑像下方簇簇鲜花，安静地
诉说着人们对他的哀思和怀念。

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原馆长李
厚威说，林觉民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正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那句名言
的生动诠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
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林觉民，1887年出生于福建闽
县（今福州市区），他的成长，恰逢民
主革命思想萌芽，自由平等在年少的
他心里深深扎下了根。在1900年的
科举考试中，林觉民霸气地在考卷上
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
以表自己不妄功名，然后潇洒地离开
考场。

1905年，随着林觉民日渐长大，
父亲为他定了一门婚事，对方是满腹
才情的陈意映，两人颇为情投意合，
常常在阳台“并肩携手，低低切切。
何事不语，何情不诉？”

1907年，林觉民启程前往日本
留学，两年的新婚生活第一次迎来了
分离。在日本，林觉民很快就找到了
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了同盟会，认

识了黄兴等人，受到了深刻影响，已
然把革命当做事业，愿为之献身。

1911年的一天，林觉民突然回
到家中，联系同盟会各联络人，隐秘
地进行起义计划推演。他们秘密制
造了大量炸药送往香港，林觉民和一
众革命党人也从福州马尾登船，前往
香港等待起义。

这是1911年4月9日，此时的陈
意映已怀有八个月身孕。

等到负责起义的领导人黄兴到
达广州，一切准备就绪时，革命党中
却出了内奸。很快，起义遭到破坏，
不少革命党人被抓捕，无奈之下只能
选择提前起义。在起义前的动员大
会上，林觉民慷慨激昂地做了一番演
讲：“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
同胞。”

是夜，林觉民想起远在福州的家
人，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和父亲，辗转
反侧之中，写下了两封诀别书。在
《与妻书》中，林觉民无奈写道：“吾今
以此书与汝永别矣！……汝幸而偶
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
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

4月27日，革命党人拿着简陋的

武器去攻打广州总督署，而两广总督张
鸣歧早已撤走，室内空空如也。当他们
撤出时正好撞上了巡防营，双方展开激
烈的巷战，林觉民力竭受伤被捕。

几天后，林觉民被押往刑场。就
义前的林觉民泰然自若，慷慨赴死。
孙中山先生得知起义的同志们牺牲
之后，不禁仰天痛呼：“吾党精华，付
之一炬！”

二十四岁的林觉民和其他七十
一人葬于广州黄花岗荒丘，他们被称
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如今，距离林觉民离世已有107
年，他的家乡福州从晚清直面“列强”
的通商口岸前线，变为了自贸片区、
国家级新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以及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多区叠加的国
家政策汇集地，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
展良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如果
林觉民地下有知，应能放心了。”慕名
前来祭奠的黑龙江访客王清泉说，

“回去以后，我要把他的精神和故事
讲给孩子们听，让这份正能量永远流
传下去。”

“铁血丈夫”林觉民

清 明 小 长 假

期 间 ，全 市 共 有

264.4万人次出行

祭扫

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 兰世
秋）看书、读诗、逛展览……清明节里的
文化味浓。4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文化委获悉，今年清明节期间，越来
越多的市民选择更富文化韵味的方式
缅怀先人，传承文化。

诗词茶叶里了解清明

每逢节假日，要说重庆哪里人气最
旺，不能不提磁器口。今年清明节，磁
器口古镇推出赏诗词、品春茶等一系列
文化活动，让大家在写诗朗诵、泡茶品
茶中了解清明节的由来、注意事项以及
如何过节。还在现场展示剪纸、刺绣、
画作、面塑等传统民间艺术。

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无数游客前
往。据统计，清明节3天，磁器口古镇
景区接待游客总量达到17.6万人，比去
年同期增长10.18%。

在万州革命烈士陵园，百余名书画
爱好者通过朗诵诗歌、现场泼墨的形式
缅怀先辈。

看书逛展缅怀先贤

清明节期间，一些市民还选择走进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场

所，在阅读、逛展览、听讲解中缅怀先
贤。

今年，三峡博物馆开展了与清明节
相关的“捏寒燕”“动动巧手 玩味蹴
鞠”“节气文化知多少”等互动体验活
动，吸引3万余人参观。还赴巫溪等地
举办了《嘉陵江上——馆藏抗战时期美
术作品展》《三峡博物馆馆藏年画》《重
庆市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展》流
动展览。

除三峡博物馆、红岩革命纪念馆等
主城博物馆游客如织外，位于区县的一

些革命先烈纪念场所也游人众多，比
如，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刘伯承同志纪
念馆等。

“今年清明节我们共接待游客近3万
人，青少年特别多，同比增长20.3%。馆
内每天6场免费讲解，场场爆满。”聂荣
臻元帅陈列馆馆长万金容介绍。

根据重庆市图书馆统计的数据显
示，清明节3天，到馆内阅读的人数达
到2万余人。“主要以中青年居多，借阅
历史、革命先烈书籍的人很多。”据该馆
读者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

看书、读诗、逛展览……

今年清明节“文化”味浓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永 芹）
要走渝长高速的市民请注意：4月
8 日 -28 日，G50 沪渝高速出城
1741KM—1742KM段（复盛服务区
附近）路面维修，封闭出城方向半幅
车道。

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
第一支队二大队4月8日发布消息
时提醒要走该路段的司机们，可能
会遇到交通拥堵的现象，可走以下
绕行线路：

主城前往长寿方向，有两条线
路：内环快速—东环—鱼嘴下道绕
行约5公里—复盛上道—长寿，或

内环快速路—盘龙立交—慈母山隧
道—G50S（沪渝南线高速）—长寿。

主城前往垫江、梁平、万州方
向，可走内环快速—东环—G65包
茂高速—邻水—牡丹源—垫江G50
沪渝高速—万州。

执法人员提醒，为避开施工路
段，请司机注意观察现场施工标志
提示，提前采取绕行措施。通过施
工现场时，请按标志提示降低车
速，保持车距，服从现场人员指
挥。如遇无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
请及时照相，自行撤离后报警，电
话：12122、13320222003。

4月8日-28日沪渝高速复盛服务区

因路面维修封闭出城方向半幅车道

林觉民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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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绿的江水轻轻拍打着江岸，发出清
脆悦耳的撞击声，让人久久不愿离去……
在马桑溪古镇充满巴渝风情的街巷中，
李竹山民居和马桑溪供销合作社旧址两
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与周边建筑融为一
体，“义渡文化”和民俗风情雕塑随处可
见。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探访马桑溪古
镇留给后人的文物古迹，走进大渡口区
引以为荣的“义渡文化”。

“义渡文化”遗迹随处可见

走进马桑溪古镇，可见留存着的小
南海“龟亭”巴人立市遗址、马桑溪遗址、
马桑溪渡口遗址、李竹山民居、马桑溪供
销合作社旧址等文物古迹。从古镇下行
至江边，马桑溪遗址和马桑溪渡口遗址
两处区级不可移动文物与长江紧紧相
依，静静诉说着大渡口区的“义渡文化”。

大渡口区文管所所长李国洪介绍
说，马桑溪古镇历史悠久，始于清乾隆时
期，是成渝黔水道的必经之道。

在马桑溪古镇区域的文物古迹中，
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马桑溪渡口遗址，

“义渡文化”正是从这里起源。重庆日报
记者在马桑溪渡口遗址现场看到，满是
苔藓的礁石上，拴纤绳柱洞和纤绳磨过
的痕迹清晰可见。这些见证“义渡文化”
的实物于2017年初经考古发现，已被列
入大渡口区不可移动文物，工作人员会
定期实地考察保存状况。

据史料记载，清道光、光绪年间，大渡
口、马桑溪一带江面宽阔，江水和缓，由当
地乡绅和民众集资设渡，供往来船只停
泊，又聘请船工免费运送人们推舟过江，

“义渡”从此名声远播，“义渡文化”也逐渐
成型。据介绍，在传统社会中，地方乡绅
大都愿意为地方设渡修桥，方便桑梓。这
源于传统儒家思想的道德要求。

李国洪说，“义渡文化”是大渡口区
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庆为
数不多的商旅文化记忆遗存。

李竹山民居修复耗费10吨竹材

目前，马桑溪古镇修复工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解放前重庆有名的袍哥李
竹山民居本体修复工程已基本完工。重
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原本濒临坍塌

的二层小楼，已经修葺一新。淡黄色的
墙壁、古色古香的门窗、青瓦铺就的屋顶
让这座有近百年历史的民居旧貌换新颜。

4月8日，李竹山民居主人廖绮志接
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02年他
花重金买下李竹山民居，看重的是这里

“世外桃源”般的自然风光。
据了解，李竹山民居修复耗时近8

个月。“建筑墙壁是竹骨泥夹墙，从垫江
订购了10吨竹材用于修复。”廖绮志说，
门窗是从成都收购的黄柏木老料。

修复完成之后的李竹山民居如何利
用？廖绮志说，将配合有关部门，把李竹
山民居打造成为展示马桑溪历史文化的
展览馆，让游客走进民居大门，感受这座
中西合璧的建筑，体验马桑溪丰富的历史
文化。

马桑溪古镇或将建设博物馆

李国洪介绍说，大渡口区目前正在
马桑溪古镇规划一个区级综合性博物馆
或民俗风情类的专题馆，让更多人了解
大渡口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大渡口区将坚持“修旧如旧，保持历

史原真性”的原则，对马桑溪古镇进行有
效统筹。在传承历史文化方面，马桑溪
古镇将通过对历史传说、民间习俗等进
行搜集、整理、提升和展示，让游客感受
到马桑溪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

大渡口区马桑溪古镇保护性开发“义渡文化”遗迹

让“纤绳之痕”融入当代民俗
本报见习记者 赵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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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情侣在马桑溪渡口遗址散
步。 见习记者 赵迎昭 摄

重庆演出信息

重庆大剧院

大剧场
舞台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演出时间：4月15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80/480/
680 元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2018陈鸿宇“与荒野”音乐会 重
庆站
演出时间：4月22日 19∶30
演出票价：177/377/477/577/677
元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云瑚音乐厅
归·期-双城四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4月13日 19∶30
演出票价：380/280/180元

国泰艺术中心剧院

意大利钢琴家理查德·切凯蒂独奏
音乐会
演出时间：4月15日 19∶30
演出票价：380/280/180/80元

重庆文化宫大剧院

【万有音乐系】打扰一下2018新专
辑《闲人免进》音乐分享会
演出时间：4月14日 19∶30
演出票价：380/280/180/100元

【小橙堡】经典幻想童话剧《爱丽丝
梦游泡泡仙境》
演出时间：4 月 15 日 10∶30/15∶
30
演出票价：240/180/120/80/50元
套 票 ：200（120*2）/300（180*2）/
400（240*2）元

咨询热线：400-809-6039
官方网址：http://www.cqpw.cn/
手机购票：关注微信公众号，点击
进入微商城购票

ARJ21—700飞机104架机在冰岛凯夫拉维克国际机场进行试飞（3月
26日摄）。

当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ARJ21—700飞机104架试飞飞机平稳降落在
西安阎良机场，为ARJ21—700飞机欧洲冰岛大侧风试飞之旅画上圆满句
号。本次大侧风试飞填补了我国运输类飞机30 节以上大侧风试飞的空
白，对不断提升我国民用飞机试飞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为后续民用飞机机
型开展国际试飞提供了宝贵经验。作为我国首款投入商业运营的喷气客
机，ARJ21—700 飞机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首航，2017 年 9 月获得生产许可
证，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交付阶段。 新华社发

国产支线飞机ARJ21喷气客机
完成冰岛大侧风试飞

本报讯 （记者 曾立）今后坐
飞机一定不要任性哦，随意打开飞
机安全门，强行闯入跑道、停机坪等
行为都可能被限制乘坐飞机。近
日，国家发改委、民航局、中央文明
办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在一定期
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
民用航空器 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的意见》（简称《意见》），5月1日
起，有10种行为的旅客可能在1年
之内被限制乘坐飞机！

“以往这些行为发生后，要么乘
客道歉了事，要么通过法律途径追
讨赔偿，而今后，他们将作为不诚信
人被限制，包括不能乘坐飞机。”4
月4日，重庆机场集团人士解释。

根据《意见》，旅客在机场或航
空器内实施下列行为，被公安机关
处以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
的，它们分别是：

编造、故意传播涉及民航空防
安全虚假恐怖信息的；

使用伪造、变造或冒用他人乘
机身份证件、乘机凭证的；

堵塞、强占、冲击值机柜台、安
检通道、登机口（通道）的；

随身携带或托运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的危险品、违禁品和管制物

品的；
在随身携带或托运行李中故意

藏匿国家规定以外属于民航禁止、
限制运输物品的；

强行登占、拦截航空器，强行闯
入或冲击航空器驾驶舱、跑道和机坪
的；

妨碍或煽动他人妨碍机组、安
检、值机等民航工作人员履行职责，
实施或威胁实施人身攻击的；

强占座位、行李架，打架斗殴、
寻衅滋事，故意损坏、盗窃、擅自开
启航空器或航空设施设备等扰乱客
舱秩序的；

在航空器内使用明火、吸烟、违
规使用电子设备，不听劝阻的；

以及在航空器内盗窃他人物品
的。

根据《意见》，今后，民航局将会
与公安机关、法院协调建立信息推
送机制。由公安机关和法院将名单
推送给民航局，由民航局按照规定
程序纳入限制乘机名单。

《意见》明确，因严重影响民航
飞行安全和生产安全的特定严重失
信人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有效
期为一年，自公示期满之日起计算，
一年期满自动移除。

5月1日起

有这十种不文明行为的人
将被限制乘飞机

渝北：文明治丧渐成新风违规占道搭棚治丧的少了，到合法
场所治丧的多了；街头的丧演、哀乐听
不见了，小区居民投诉少了；治丧补贴
拿到手，办丧事群众得实惠……渝北区
通过广泛宣传、实施“1+N”联动工作机
制、开展丧葬陋习专项整治等有效举
措，有力地树立了全新的治丧文化，让
渝北大地处处吹拂文明新风。

多年来，渝北区一些“丧事一条龙”长
期违规占用街道或公共场所搭棚治丧、焚
烧遗物、丧演等，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工作。针对丧葬陋习，渝北区近半年开展
“文明殡葬”主题宣传活动60余次，悬挂
“除陋习、树新风”条幅100余条，发放《渝
北区惠民殡葬政策》、《文明治丧宣传单》
等资料8万余份。丧葬陋习专项整治行
动处置占道搭棚治丧事件82件，群众投
诉从2017年8月的15件降低至12月的7
件，合法场所治丧量同比从174例上升至

257例，增长约50%。
值得一提的是，渝北区在贯彻“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理念时，拿出了务实行
动，于今年1月中旬率先在全市出台《文
明治丧厅堂费补贴方案》。《方案》规定，
辖区居民在渝北区合法殡仪服务机构治
丧，可免除3天100平方米（含）以内的厅
堂服务费；居民在区外合法殡仪服务机

构治丧的，凭相关凭证给予不超过1500
元的治丧补贴。“我们会积极配合这一政
策，到指定地点举办丧葬活动。”此惠民
政策甫一出台，并得到群众积极响应。

截至目前，渝北区共为96名群众实
行了厅堂费减免，应收厅堂费53.45万
元，实收19.76万元，减免33.69万元。
最可喜的变化是，该惠民政策出台不到
3个月，居民投诉搭棚治丧明显减少，1
月22件，2月3件，3月更创造了“零投
诉”的好成绩。 吴光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