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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和你一起在岛上
的日子”

“这些天，我又有许多的话想同
你说说，虽然你听不见也没法回应
我，但是我还是想和你说说。”

提笔写信，只寥寥几句话，王仕
花不禁潸然泪下，打湿了信纸，与王

继才一起守岛的往昔岁月也一一重
现眼前。

1986年7月14日，有军人情结
的王继才，瞒着王仕花，接下了到开
山岛值守的“苦差事”。

王继才多天没回家，王仕花急
了。经过多方询问，她才得知王继
才去守岛了。

当年8月30日，王仕花第一次
登上开山岛，搜寻“失踪”的丈夫，可
只找着一个胡子拉碴、满身臭气的

“野人”。
“看到他为了守岛变成这副模

样，一肚子气瞬间就没了，反而非常
心疼他。回去后，脑海里都是他黑
黑瘦瘦的样子。我必须到岛上陪着
他、照顾他。”不到一个月，王仕花带
着包裹，又上岛了，这次她再没有离
开。

狂风、暴雨、烈日、蚊虫、缺水、
少电……开山岛虽小，可困难却一
点都不少。

王继才夫妇上岛前，来过10多
个民兵守岛，最长的只待了13天，
可他们却默默坚守32年。

“刚开始没想过要守多久，日子
一天天过去，我们慢慢也就习惯了，
舍不得离开。而且，老王脾气很倔，
组织交给的任务，一定要完成。”王
仕花说，在他们心里，守岛，从“有期
限的任务”变成了“终生的使命”。

守岛期间，两人每天早起第一
件事就是升国旗。

有人不解地问，两个人的小岛，
升不升国旗又有何妨。王继才的回
答斩钉截铁：“守岛就是守国，开山
岛虽小，但领土神圣，必须升国旗！”

2003 年 10月 10日，灌云县人
武部为王继才一个人举行了入党宣

誓仪式。面对党旗，举起右拳，他庄
严宣誓：“……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
牺牲一切……”

32年，他守着岛，她守着他，直
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岛上的变化，你做梦都想
不到”

“我知道你最挂念的就是岛上
的事了。你放心，岛上一切都好！
这几年，开山岛迎来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你做梦都想不到的海水淡化
系统、智能微电网系统等都来到了
岛上，小岛夜里也有光亮了。如果
你还在，肯定不会再因为摸黑走路
摔跤了。”

回忆往昔之余，王仕花在信中
还不忘告诉老王开山岛的新变化。

很长一段时间里，开山岛上一
直缺电少水。虽然相关部门给配发
了一台发电机，也会运淡水过来，但
是为了给国家省钱，他们点了20多
年煤油灯，喝了30多年雨水。

“民兵守护海岛安全，我们守护
海岛光明。”国网江苏电力（灌云开
山岛）党员服务队获悉岛上缺电情
况后，承诺一定把岛“点亮”。

2018年底，风光储互补智能微
电网系统及海水淡化系统在岛上开
建。建设期间，工人就住在岛上的
防空洞里。“点亮”了开山岛，不少工
人的皮肤却黑了。2019年 6月，智
能微电网系统顺利建成投运，彻底
解决了守岛民兵用电短缺难题。

“不仅有电，还有淡水！”服务队
队员王仲利指着岛上一个海水淡化
设备说，现在岛上每天可生产10吨
淡水，已实现“用水自由”。

岛上自然生态也在变绿变美。
“刚上岛时岛上光秃秃的，什么

都没有。当时老王就跟我说，以后一
定要把小岛建成绿岛，让上岛的人们
能有一片乘凉的树荫，吃上一点鲜甜
的水果。”王仕花说，他们种过白杨、
槐树，都没活，直到第三年，才偶然种
活了一棵苦楝树。再后来，更多树
木、水果、蔬菜在夫妻二人的精心呵
护下，在开山岛生根发芽。

“放心吧，咱们哨所有接班
人了”

“儿子遵照你生前的意愿选择
了继续留在部队服役，咱们哨所也
有接班人了。人多了，值守制度更
完善了，你放心吧！”信至结尾，王仕
花特意提及开山岛光明的未来安慰
亡夫。

2018年7月27日，积劳成疾的
老民兵王继才，倒在了开山岛的台
阶上。

为了让王继才安心，当年8月6
日，腿脚不便的王仕花正式向组织
递交继续守岛申请：“继才的承诺就
是我的承诺，我要把岛守下去，直到
守不动为止。”

传承这份精神的，不只王仕
花。王继才离世后，当地成立了开
山岛民兵哨所执勤小组，一批批新
民兵踊跃报名，上岛值守。

海风找不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发出阵阵呜咽，但有一群新的守卫
者正陆续赶来，誓将这份可歌可泣
的精神延续——他们守的，不仅仅
是一座岛，更是一颗爱国奉献、矢志
奋斗的初心！

共和国辽阔的海疆，注视着这
群守岛报国的接班人！

42岁的颜兵是第三批守岛新民
兵之一。“王继才守岛卫国的感人事
迹在我们当地影响很大，让我深受
触动，于是我就报名守岛，踏着王继
才的脚印，学习他爱党爱国、甘于奉
献的精神，把开山岛守好。”

王继才的爱国奉献精神，正成
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连续
几年，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奋
斗者慕名来到开山岛，重温党史、淬
炼党性、汲取接续奋斗的精神力
量。为了方便更多人到岛上参观学
习，当地还专门打造了“开山岛号”
和“王继才号”客轮。

经常带学员到开山岛学习的灌
云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孙国华说，
开山岛不仅是黄海中的一个地理坐
标，更是一座彰显新时代奋斗者价
值追求的精神丰碑。通过开展“争
做王继才式共产党员”学习交流和

“王继才式先进典型”评选活动，当
地涌现出一大批学习王继才先进事
迹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王继才走了，但更多“王继才”
正在新时代不断涌现！

（新华社南京4月5日电）

那岛、那人、那初心
——一封特殊的“家书”

“从你离开，已经 32
个月了，这些日子里我没
有一天不在想你，可是你
却再无法回应我了。”清明
时节，王仕花专程来到开
山岛，给亡夫王继才写了
一封特殊的“家书”。

开山岛是江苏省连云
港市灌云县境内的一座小
岛。王继才和妻子王仕花
32 年来以海岛为家、守岛
卫国的事迹，感动了很多
人。

如今，岛还是那座岛，
斯人已逝，但岛上水、电、
网络等基础设施不断改
善，一批批年轻人接过守
岛接力棒，成为新守岛民
兵，各行各业奋斗者到此
汲取干事创业的精神力
量。

体 育

5日，恒邦双林2021眉山仁寿半程马拉
松暨全国半程马拉松锦标赛（眉山站）在四川
仁寿县鸣枪开赛，这也是今年全国半程马拉
松锦标赛的第一站，现场同时举办了2021年

“跑遍中国”四川赛区启动仪式。
据了解，仁寿马拉松赛经过五年打造，已

升级为中国田径协会“金牌赛事”。本次赛事
共吸引全国31个省区市的12100名运动员参
赛，这也是自疫情发生后四川首场万人级马
拉松赛事，其中半马选手5400人，迷你马拉松
选手6700人。

2021全国半程马拉松锦标赛
四川眉山启动

清明时节，万物生长。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多地农民抢
抓农时，开展春耕春种，一派忙碌景象，绘出一幅幅生机勃
勃的春耕画卷。

右图为4月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测鱼镇杨庄
村村民驾驶农机在桃园里作业。 新华社发（张秀科 摄）

下图为4月5日，在福建省晋江市九十九溪水稻高效
栽培科技示范基地，工作人员将秧苗摆放在插秧机上。

新华社发（赖进财 摄）

这才是最美的春色

近日，在微博、朋友圈和以虎扑为代表的一些
网络论坛上，出现了国产品牌球鞋涨价和缺货的
消息。一些网民发现，李宁、安踏等国产品牌的有
些“限量款”球鞋价格飙涨，其中某品牌一款球鞋
的价格涨幅达31倍。

知名国产品牌的限量款球鞋在二手市场上存
在一定溢价并不新鲜。然而，这一波价格上涨明
显超出溢价范畴，远离价值规律。一件商品短短
几天涨价数十倍，显然不是市场运行的正常现象。

近年来，国产品牌在科技研发和外观设计等方
面都有了长足进步，的确有了迈向中高端市场的
底气。加之当前一些洋品牌球鞋因其恶意“封杀”

“新疆棉”行为受到中国市场冷落，消费者纷纷用
脚投票支持国货，国产品牌遇到良好发展契机。
然而，如果因为“炒鞋”导致球鞋爱好者买不到想
要的球鞋，进而让国产品牌失去消费者的信任，无
异于竭泽而渔，自断国产品牌升级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少数互联网平台打着“真
假鉴定”等旗号，在“炒鞋”问题上借机推波助澜，
还有一些平台为“炒鞋”“囤鞋”的年轻消费者提供
信贷支持，扮演不光彩的角色。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始终是企业应当遵循的发
展正道，借机偷奸耍滑坑蒙拐骗终究只会害人害
己。对当前一些网络平台借机哄抬价格的行为，
品牌方应当尽快动起来，维护品牌形象。监管部
门也应积极作为加强监管和引导，维护市场秩序，
为“国货”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新华社广州4月5日电）

借机哄抬“国货”价格
是自断门路
■ 新华社记者 周自扬

社 会

记者从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获悉，今年3月，
全国各级网络举报部门受理举报 1080.4 万
件，环比增长9.7%、同比下降27.1%。

据统计，其中，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受理举报
17.2 万件，各地网信办举报部门受理举报
106.1万件，全国主要网站受理举报957.1万
件。在全国主要网站受理的举报中，微博、百
度、豆瓣、快手、阿里巴巴、腾讯、知乎、今日头
条、新浪网、拼多多等主要商业网站受理量占
87.7%，达839.5万件。

今年3月全国受理网络违法和
不良信息举报1080.4万件

聚 焦

云南省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4月5日发布通告，姐告国门社区等3地
调整为高风险地区，鑫盛时代佳园小区等6地
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通告称，经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家
组评估，根据疫情防控需要，从5日19时起，
瑞丽市有3个高风险地区，分别为：姐告国门
社区，团结村委会金坎、弄喊片区（瑞丽大道
以南），仙客巷和光明巷居民小组；中风险地
区6个，分别为：鑫盛时代佳园小区，瑞京路红
砖厂，星河蓝湾小区，双卯村民小组，下弄安
村民小组，珠宝街老食品厂家属区。

云南瑞丽3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6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记者
高蕾）记者5日从民政部获悉，清
明节假期三天各地累计接待现场
祭扫的群众6773万人次，登录网
络祭扫的群众738万人次，疏导车
辆1202万台次，参与服务保障的
工作人员121万人次。

其中，4月5日，各地开放现场
祭扫的殡葬服务机构32732个，接
待现场祭扫群众1313万人次，疏
导车辆231万台次，参与服务保障
的工作人员37万人。各地殡葬服
务机构开通网络祭扫平台 1292
个，登录网络祭扫群众 175 万人

次。
民政部预计，清明节假期后，

仍会有部分群众进行祭扫活动。
民政部提醒广大群众遵守当地祭
扫管理要求，服从工作人员引导，
做好个人安全防护，绿色出行、文
明祭扫。

清明假期各地累计接待
现场祭扫群众6773万人次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记者
魏玉坤 周圆）记者5日从交通运输
部获悉，4 月 3 日至 5 日（清明假
期），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预
计发送旅客 1.4452 亿人次，比
2020年同期增长142.4%。

民航方面，今年清明假期预计
运输旅客432.8万人次，比去年同

期 增 长 256.4% ；平 均 客 座 率
73.4%，比去年同期提高8.1个百分
点；预计保障飞行航班42720班，
比去年同期增长154.6%。

小长假期间，各地交通部门加
大运力投放，强化服务保障，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全国铁路实
行高峰运行图，热门方向增开普速

列车，对进京、进沪、进穗列车，加
挂车辆满编组运行；全国收费公路
将继续免收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
通行费；水路方面，增加客滚运输
班期航次，海事部门加强渡口渡船
现场安全监管，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便捷；民航方面，加密多条航线航
班。

清明假期全国预计发送旅客1.4452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记者 史
竞男）“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
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共和国
日记》大型丛书日前已由河南人民出
版社推出 1950 至 1965 卷、1979 至
1983卷。

该丛书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等机构的专家
学者编撰完成。以创新的治史方
式，以编年体和记事体相结合的手
法，每年一卷，逐月、逐周、逐日记
载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包
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
各个领域，囊括中央、地方和基层
等各个层面，系统、翔实地展示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

心、艰苦奋斗，取得国家发展建设的
辉煌成就。

专家表示，这是一部全方位反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大型丛书，既
有大事要事的钩沉，又有历史细节的
描摹，重现亲历者的见闻感受，且包
含大量珍贵历史照片，生动记录下社
会变迁和百姓生活变化，以文图并茂
的形式留存共和国的永恒记忆，具有
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和现实意
义。该书出版，为学习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提
供了丰富史料。

据悉，该丛书第一期共 60 卷
（1949年到2008年），其他各卷将陆
续出版。

大型丛书《共和国日记》

留存共和国永恒记忆

环 境

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春季以
来，北京市共有121万人次参加了形式多样的
义务植树活动，栽植各类树木93万余株，养护
树木711万余株。全市义务植树普遍选择了
长寿、抗逆、景观效果好的乡土植物品种，并
加强树木养护管理，确保林木成活成林。

（以上均据新华社）

今春以来北京121万市民
参与义务植树93万余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