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望奎县各中学初四年级学
生复课以来，严格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采取错峰上学避免人
员聚集，教师和学生进入校园
要测试体温，并采取小班化教
学、错时上下课、分批活动等措
施 ，以 确 保 复 课 环 境 安 全 有
序。同时，为进一步抓好校园
疫情防控工作，各中学复课第
一堂课还举行了以《做好自我
防护》为主题的班会，通过对学
生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教
育，帮助学生提高自我防范意
识。

图为第六中学初四年级学
生在上课。

富士权 摄

肇东市场监管局
查验学校食品安全

本报讯（姜立春 王沛坤）近日，肇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教育局、卫健局
等部门组成联合评估验收组，先后深入肇东市32所学校食堂，查验学校食堂防
疫举措和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

工作中，执法人员与联合评估验收组成员对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和各种规章制度是否落实、学校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是否切实可
行、食堂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和食品安全操作是否培训、食堂餐厅及各操作功能
区（间）是否全面卫生整治和通风消毒、食堂库存的主副食品和调料品等的索
证索票及采购是否登记、餐饮用具是否规范清洗和消毒、学校食堂食品是否有
留样制度及留样设施、是否有适合本学校的分时错峰就餐方案等方面情况进
行了重点查验。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逐一进行了指导,交换了整改意见。同
时，还督促学校负责人，一定要严把食堂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食品留样等关键
环节，确保师生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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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于哲）连日来，兰西县营
商局全面实行“非急缓办、急特约办、
网上申办”方式办理各项事务，各窗口
单位采取四项措施保障群众办事需
求，积极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模
式，确保群众和企业办事咨询全覆盖、
问题全解决。

畅通渠道协调办。该局及时通
过“微兰西”“兰西宣传”等公众号向
社会公布该县政务服务窗口电话(手
机)55 部 ，并 安 排 专 人 通 过 微 信 、
QQ、电话等方式提供线上服务，建
立联动机制，提供业务咨询、预约办
理等各项服务，畅通企业群众办事诉
求渠道。截至目前，接待电话办理业

务540人次、电话咨询2276人次。
高频事项网上办。该局为减少群

众外出概率，对食品生产、经营，执业
药师注册、户籍户政、出入境审批等非
应急事项，推行“网上办”，实行“不见
面”审批。包括涉及水、电、通信等高
频缴费事项，该营商局第一时间在公
众号推出“网上办”服务，办事群众通
过扫描二维码，足不出户完成咨询、缴
费等服务，保障群众日常生活服务。

紧急事项预约办。按照分级分类
原则，这个局对确有急需现场办理的
业务，实行分时段实名预约办理，提前
与相关职能单位电话咨询预约，将前
置要件准备齐全后按预约时间到大厅

办理。同时，在大厅设置体温监测设
备，全面消毒、清洁，并要求办事群众
佩戴口罩进大厅，配合现场工作人员
进行扫码、信息登记和体温监测，为预
约群众和工作人员提供安全的服务环
境。截至目前，涉及市场监管、住建、
税务等部门的127件事项已完成预约
办理。

避免接触邮寄办。对政务服务

网上申报、线下受理的事项，该局各
窗口单位积极采用网上申报、线下邮
递材料的方式，引导办事企业或群众
通过快递方式向窗口寄送办事材料，
并在办理完成后通过“政务专递”方
式将办理结果寄回申请人，实现“无
接触服务”，确保群众办事不出门、
零跑腿。截至目前，已开展“邮寄
办”7件。

兰西营商局

“互联网+政务服务”保障群众办事需求 本报讯（张景财 戴琳琳 解丹丹）“六一”前夕，海伦市人民检察院结合疫
情防控情况，并经本市疫情防控部门同意，采取邀请少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以实地参观座谈和线上直播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疫情下的检察开放日
活动。

活动中，该院仅邀请1名省人大代表和2名市政协委员及市关工委、共青
团、妇联各1名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走进检察机关，参加开放日现场活动，达到疫
情防控期间，法治教育不掉线、不断档的目的。

参加活动的人员参观了该院特色检察廊道文化、院史馆、12309检察服务
大厅，第六检察部主任戴琳琳向参观代表介绍了检察文化。在座谈交流中，该
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陈志宏向与会人员介绍了海伦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开展情况，并听取了如何做好未检工作、更好地关心未成年人成长、
提供未成年人司法保障方面的意见建议。与会代表们就提升未成年人法律意
识、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配合、联动机制建设、注重加强宣传等方面提出了
意见和建议。与此同时，还与海伦市实验小学师生线上展开互动，达到虚拟与
现实融为一体。

通过检察开放日活动，增强了检察机关与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强沟通
联系，携手合作，强化对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预防和减少未成年犯罪的意识，
达到共同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取得实效。特别是采取线上互动，帮助
同学们从小树立法治观念，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法律意
识及安全防范能力。

在黑龙江革命老区，不仅涌现出众多名垂青
史的英雄人物，留下许多惊天动地的感人故事，
而且还产生了一些影响久远的红色歌曲。它们
承载着丰厚的历史记忆，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
成长，为人们反复咏唱，成为党和国家的宝贵精
神财富。其中《露营之歌》和《革命人永远是年
轻》是歌颂东北抗联精神的两首歌曲。

1.《露营之歌》

1938年7、8月间的一天，东北抗联第六军
在松花江北岸梧桐河畔的老等山密营，开了一个
通宵达旦的篝火晚会，为即将西征的一支部队送
行。抗联将士们分坐在丛林中一片空地上燃起
的长长篝火周围，高唱《抗日救国歌》《送西征》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表演京剧、快板、双
簧，朝鲜族同志跳起了舞蹈。时任北满抗联总政
治部主任、抗联第六军政委的张寿篯（李兆麟）还
自编自演了一幕抗联战士准备参加西征的小话
剧，气氛十分热烈。晚会中，有一首刚刚诞生不
久的抗联歌曲十分引人注意：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那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呀！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
光华万丈涌。
歌曲真切而生动地勾画出一幅抗联战士露

营的壮丽景象：在崇山峻岭上，在密密森林里，在
滔滔江水边，在狂雨暴风中，战马嘶鸣，战士们围
坐在红红的篝火旁，抒发着奋勇冲锋杀敌的锐
志，憧憬着驱逐日寇、光复中华的胜利一天。这
首歌，就是李兆麟和他的战友们创作的《露营之
歌》的第一段。

1937年冬，日本侵略者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
疯狂的“三江大讨伐”，不断加强军事攻势和经济
封锁，使东北抗联的形势越来越严酷。为此，中共
北满临时省委决定，迅速组织北满抗联主力冲破
敌人的包围圈，从松花江下游的佳木斯地区出发，
穿越小兴安岭，向西北方向的松嫩平原远征，开辟
新的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史称“西征”。《露营之
歌》就是在组织、准备北满抗联主力部队西征并在
西征中形成的。歌曲共四段，其中第一段完成于
西征前的1938年5月，后三段逐步完成于1938
年6月至12月的千余里西征路程上：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
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啊！重任在肩，
突封锁，破重围，
曙光至，黑暗一扫完。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
夜火晶莹，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
弟兄们！镜泊瀑泉唤起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
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
片刻息烽烟。
朔风怒号，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灭，
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
夺回我河山。
北满抗联部队的西征分三批进行，其中，第

一、二批部队的西征是在夏季和秋季。小兴安岭
的密林浓荫蔽天，荆棘丛生，行走十分艰难。又时
逢风雨交加的连绵雨季，战士们经常浑身湿透，双
脚长期浸泡在腐烂植物形成的红锈水中，发生溃
烂，往地下一踩，如同针扎一样疼痛。森林草甸里
蚊蠓成阵，战士们身上被蚊虻叮咬处，血水和汗水
一点一滴浸透了衣衫，战马也被咬得浑身是血。
行军途中，将士们还要随时应对敌人的“围剿”和
偷袭，有时给养被敌人夺走，战士们只好采集野
菜、山果、蘑菇充饥。第二、三段歌词中的“湿云低
暗，足溃汗滴气喘难”“蚊吮血透衫”“敌垒频惊马
不前”“突封锁，破重围”，就是对这种艰难行军的
真实写照。但战士们始终保持着“热忱踏破兴安
万重山”的革命豪情，对抗联斗争的前途充满了信
心。一到宿营地，战士们便互相拉起歌来，歌声此
起彼伏。不少人还抓紧学习文化，用树枝当笔，在
地上练字，学习氛围十分浓厚。

第三批部队的西征是在冬季进行的。小兴安
岭大雪封山，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四十度。战士们
在没膝深的雪地里艰难行进，每到夜幕降临，便选
择靠山坡密林背风处点起篝火取暖露营。身体靠
着火的一面，冲腾的烈焰能把人烤焦；背火的一
面，刺骨的寒风能把人冻僵。人睡着了，身体变
冷，越冷越往火堆靠，忘记了前面熊熊燃烧的篝
火，更察觉不到飞落到身上的火星，衣服、鞋帽被
烧着，甚至身上带的子弹被烤响、战士被炸伤的事
也时有发生。实在是困了，也只能睡一个或者半
个小时；被冻醒时，浑身都僵直得不听使唤了，只
好站起来，一边活动，一边转来转去把身体烤热，
然后才能接着继续睡。西征中，最为艰苦的莫过
于冬季露营。许多战士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被冻
掉手脚，甚至失去生命。歌曲的第四段就是描写

“朔风怒号，大雪飞扬”“冷气侵人夜难眠”的冬季
露营生活，其中的“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更成
为尽人皆知的反映东北抗联艰苦斗争的名句。

日本侵略者在对东北抗联的“讨伐”中，实行
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把主要抗
日游击区的民房焚毁成废墟，使抗联战士成年累
月住不到房子。从1938年开始，抗联一年四季都
在露天里宿营，露营成为抗联生活和斗争的常态，
而不仅仅是在西征途中。露营要点燃篝火，《露营
之歌》的每一段都写到了火，抗联战士王明贵将军

也曾以“篝火”为题，生动地描述了露营的情景：
春天来到北满的时候，在日军残酷压榨下的

农村到处饥饿成灾，抗联的军粮也常常中断，“我
们不得不用篝火来驱散寒冷和饥饿”。到了夏
天，战士们点燃篝火驱赶蚊虻，围着篝火休息、学
习，“透过树木的枝叶，看着天空的星斗，让自己
的思想飞向富饶广阔的祖国各地，飞向理想中的
共产主义未来。有时我们也召开学习问答晚会，
或娱乐晚会，叽叽喳喳，热闹非凡”。秋夜，瑟瑟
秋风阵阵吹来，篝火如条条金蛇蹿起三四尺高，

“颤颤巍巍，呼呼作响”，到了清晨，就要灭掉篝
火，防止被敌人发现。

这情景，恰如《露营之歌》中所唱的“草枯金
风急，霜晨火不燃”。冬天里的篝火最难忘，“半
夜，突然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拴在树上的战马冻得
直打哆嗦，饿得把树皮啃得精光，见到有人活动，
咴咴直叫，用蹄子刨着雪地，表示向人要吃的东
西。”“酣睡的人们被吵醒了。睁眼一看，四野茫
茫，一片雪白，篝火已经被落雪压得只剩微弱的一
点火星了。”“在那些伴随着篝火的战斗的日子里，
我常常躺在篝火旁，仰望着骄傲地挺立着的松树，
听着战友们的鼾声，不禁想起了眼前艰苦的境遇，
想起了昨天才失去的战友，想起了未来胜利的远
景，也想到了长年伴随着我们的篝火。”

篝火给抗联战士们带来温暖、光明、快乐和
希望，也警示着战士们随时准备战斗甚至牺牲。
1938年10月，东北抗联第二路军的一支西征部
队在林口县乌斯浑河岸的山下露营，不料夜晚取
暖的篝火被特务发现。在突围战斗中，以冷云为
首的8位女战士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主动把敌
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最后决然走进波涛汹涌的乌
斯浑河，这就是举世震惊的“八女投江”壮举。

露营生活是东北抗联斗争的缩影，《露营之
歌》以此为着眼点，生动地反映了抗联战士在春、
夏、秋、冬不同四季征战的艰苦生活情景，充分表
达了抗联指战员坚定乐观的革命意志、英勇顽强
的斗争精神和光复祖国的坚强决心。它回荡在
黑龙江畔、兴安岭上，鼓舞着广大抗联战士不畏
艰难，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英勇奋战。

1946年3月，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天，
李兆麟将军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噩耗传来，哈尔
滨十几万群众自发举行了示威游行，李兆麟将军
被安葬在松花江畔。安葬仪式上，抗联战士和群
众又一次唱起《露营之歌》。人们不会忘记，东北
抗联孤悬敌后，以最少的人数、最长的时间、最坚
韧顽强的革命斗志，在最为严酷的自然环境中，
与日军近百万重兵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4

年中，黑龙江省革命老区有317571人参加了抗
日队伍，投入抗日武装斗争；有100031名抗联战
士为民族的解放壮烈牺牲，献出了宝贵生命。伟
大的东北抗联精神永存。

2.《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2周年的1951年国宴
上，一位84岁的老人与毛泽东主席同桌。毛主席
和他握手，并给他敬酒，老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毛主席在怀仁堂同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们一起合
影，他坐在毛主席身旁。毛主席还送给他一根手
杖，上面刻着“革命之父”四个字。这位老人，就是
参加国庆观礼的东北抗日联军代表、被抗联战士
亲切地称为“抗联老父亲”的李升。他出生于
1867年，出生贫苦，阅历丰富，1933年67岁时加
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交通员工作，还多次承担护送
干部的任务，抗联著名将领杨靖宇、冯仲云、李兆
麟、赵一曼等人都曾由李升护送。1936年冬天，
他曾把一个13岁的女孩儿送到抗联部队，这个女
孩儿就是后来抗联部队中最小的女兵李小凤，也
就是解放后曾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当
年这一老一小在林海雪原奔走时，无论如何也不
会想到，他们的这段经历会与《革命人永远是年
轻》这首脍炙人口的著名歌曲紧密联系在一起。

1947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鲁迅艺术
学院一位叫侣朋的青年找到李敏，了解东北抗联
的情况。李敏同他谈了整整7天，详细地介绍了
东北抗联的艰苦斗争。1949年，侣朋和时任鲁艺
学院音乐部副部长李劫夫等人，深入白山黑水之
间，寻访抗联英雄的足迹。李劫夫是著名作曲家、
音乐教育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创作有歌
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坚决打他不留情》等，当时
很有影响。

他们走访了很多当年的抗联老战士，深深为
他们的英勇斗争事迹所感动，其中给李劫夫印象
最为深刻的，就是李升的勇敢、机智、乐观和坚
强。李升在担任交通员期间，来往于抗联各军和
各地抗日救国会的驻地。面对敌人严酷的封锁和
盘查，他多次在完成任务中化险为夷，一次还把一
张抗日传单贴在了日本兵的后背上。他的足迹踏
遍了大小兴安岭和松花江、牡丹江、鸭绿江沿岸的
山区和平原，在1939年72岁时，还冒着零下三四
十度的严寒，只身进入人迹罕见的长白山原始森
林，行程千余里，历经一个多月，终于找到了抗联
第一路军的密营，恢复了北满和南满两支抗联部
队之间的联系。在从长白山返回北满的路上，李

升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受尽酷刑，他没有讲出
一点儿抗联的秘密，只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
老百姓”。在李劫夫的笔记本上，有一幅他亲手为
李升画的素描肖像，肖像下面还有“抗联之父——
老李头，现年八十一岁”的题字。

当年70岁的李升送13岁的李小凤到抗联部
队的情形，给劫夫留下了深刻印象。采访后，李劫
夫、安波和侣朋创作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大
型歌剧《星星之火》，这也是歌颂东北抗联英勇斗
争的第一部大型歌剧。歌剧中的人物都以抗联中
的真实人物为原型，有的甚至连姓名都未改。如
剧中的“张指导”即张寿篯（李兆麟），“裴大姐”则
是抗联女战士裴成春。裴成春比年轻的抗联战士
大十多岁，宽厚、真诚，战士们有什么事都愿意同
她说，亲切地叫她“裴大姐”。1938年11月，她在
同敌人的一次遭遇战中牺牲，时年36岁。她的三
个弟弟在她的带领下都先后参加革命，战死在抗
日疆场上，可谓满门忠烈。歌剧中的男女主人公，
就是抗联交通员老李头和抗联女兵李小凤，核心
唱段就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由老李头和小凤
姑娘在第二幕中演唱。这幕剧艺术地再现了当年
李升护送李小凤到抗联部队的情景：日本兵抓住
小凤的父亲后，母亲让她上山去找游击队。爬雪
山时，小凤掉到山窟窿里，被抗联交通员老李头救
上来。小凤想参加革命，老李头问她叫什么名字，
对她说：“参加革命就不能叫龙了凤了，我给你起
个名字，就叫李青阳吧。”他向小凤解释“青阳”的
含义，说革命人就像迎着太阳生长的松树一样苍
翠长青。这时音乐响起，两人唱起：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
他不怕风吹雨打，
他不怕天寒地冻。
他不摇，也不动，
永远挺立在山顶。
为了表现老李头的乐观、积极和机警，歌曲采

用了3/4节拍，大多数歌词都是一个音符唱一个
字，整首歌都是靠音符跳动出来的，欢快而昂扬。
歌词只有6句，旋律又容易记，既好听又好唱。劫
夫的夫人、小凤的扮演者张洛清楚地记得，李劫夫
写这首歌的时候，她正在一旁给刚刚出生不久的
女儿喂奶，等李劫夫把歌一写完，照着谱子拉开风
琴，她已经能把这首歌唱出来了。

1950年12月，《星星之火》在哈尔滨首演，到
1953年，一共演出了几百场。当时的演员经常会
碰到这样的情形：当他们演出完跟群众一起散场
出来的时候，一路上都听到群众在哼唱：“革命人
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这首歌
很快流传开来，被人们以各种形式演唱至今。

1962年，李升病逝，享年95岁。李敏十分
怀念这位革命老人和过去牺牲了的战友们。从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她的足迹踏遍了她当年战斗
过的地方，寻找抗联遗址遗迹，抓住一切机会，在
各种场合宣传抗联精神。她率领的由当年抗联
战士的后代组成的抗联宣传小分队，每次必唱的
歌曲就是《露营之歌》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2018年7月，她为伊春市老促会开展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活动题写了“东北抗联精神永存”
八个大字，一周后便与世长辞，享年94岁。在她
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旋律
回响在大厅，取代了传统的哀乐。李升和李敏的
一生，是对《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最好诠释。

歌声伴随祖国前进
——黑龙江革命老区的音乐故事（一）

白亚光

海伦检察院开展
检察开放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