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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1日，“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走

进吉林延边”活动现场，全国“时代楷模”、汪

清县关工委主任金春燮正在作题为“传递红

色记忆 传承抗战精神”的主题讲座。年已七

旬的朝鲜族老人，用12年的时间，克服别人

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坚持为抗战英烈树碑

立传，无怨无悔。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丰碑

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关键词一
共同的红色基因——爱国

“习近平总书记把抗战精神高度概括为

四句话，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

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

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

不拔的必胜信念。”金春燮的开场白把大家带

回到了那段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

抗战时期，汪清县是中共东满特委所在

地，共有282处革命遗址，抗战遗址177处，发

生过19次惨案、105次战斗，共有603名革命

英烈为国捐躯。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和王德

林、陈翰章、魏拯民、周保中、李延禄等著名抗

日名将都曾在这里参加和领导抗日斗争。他

们中间，贡献最突出、影响力最大的要数中共

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

1934年 3月 21日，童长荣为掩护群众转

移，在东光镇庙沟村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7

岁。1935年8月，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

盛赞童长荣是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

1951 年，童长荣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14

年，被国家民政部确认为第一批著名抗日英

烈。

在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中，金春燮发现，

这些历史、这些英雄并不为当代青少年所知

晓，其原因并不在于青少年不崇尚英雄，而是

他们对抗战历史、抗战英烈了解得太少。

“传承抗战精神，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

要。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爱国传统的伟大民

族，坚信并践行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民族

精神的培育与践行，离不开传承抗战精神；以

‘爱国’为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培育和践行，也离不开抗战精神的传承；培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接班人和建设

者，更离不开抗战精神的传承。因为它们之

间有一个共同的红色基因，那就是‘爱国’。”

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干部，在金春燮看

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

保障，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虽然时代变

了，环境变了，但是抗战精神没有过时，仍然

有着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

推动力。抗战精神的传承会为‘中国梦’的实

现，提供重要的内在支撑。我有义务、有责任

向青少年宣讲英烈事迹、传承抗战精神，决不

能让历史在我们这一代断档！”金春燮说。

关键词二
挖掘和抢救抗战资源，珍存“红色记忆”

在考察烈士墓时，金春燮发现，童长荣烈

士的墓地非常简陋，当时他的眼泪就下来

了。“一定要为这位抗战英烈、民族英雄重新

立碑建墓，一定要让后人了解和铭记这些厚

重难忘的红色记忆！”

立碑、建墓地最大的难题是资金，为了省

钱，金春燮一边学习、一边摸索，自己设计完

成了陵园的总体规划和图纸。为筹集资金，

他找到老部下、老同事、民企老板“化缘”，还

动员广大“五老”人员踊跃捐款。

十多年来，金春燮翻阅资料、考察论证，

撰写了两万多字朝汉两种文字的碑文。并经

过省、州有关部门审核后进行了雕刻。2013

年，汪清县委、县政府投资200多万元，扩建

了童长荣烈士陵园，先后修建了童长荣烈士

纪念碑和纪念馆。

他们还在小汪清抗日根据地遗址，复建

了8处抗战密营，立了5尊革命英烈半身雕塑

和19座大小不等的各种纪念碑，维护了1处

抗日井文物。

十多年来，金春燮和他的同事们相继建

立了 77座抗联遗址纪念碑。童长荣烈士陵

园和小汪清抗日根据地遗址，去年被省委、省

政府授予“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省

国防教育基地”。目前，共有14期600多名中

省直培训班干部到汪清“重走抗联路”。

关键词三
紧跟时代步伐，让抗战精神入脑入心

为适应时代的步伐，年逾六旬的金春燮

决定创办属于汪清人自己的网站——“汪清

英烈网”，利用现代化手段，向外界宣传东满

抗战历史。2012年清明节，“汪清英烈网”正

式上线，成为全省第一个县级关工委运营的

红色网站。不会打字，金春燮就利用早晚空

闲时间，硬是在3个月内学会了操作电脑，用

笨拙的双手打出了一百多万字的教育资料，

编印了《汪清英烈传》《民族英雄童长荣》等乡

土教材3万余册。他还组织拍摄制作了《民

族英雄童长荣》《抗日名将朴吉松》等多部有

关爱国主义教育的专题片，分发到全县中小

学、各级关工委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互联网为信息传递提供了极其便捷的

传播方式，同时也为各种不良思想的传播提

供了便利。当前的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面临

着许多考验和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是互联网

的考验和挑战。为此，应该采取整治和教育

相结合的办法，以教育为主，让青少年自觉抵

制不健康信息，做到一不看、二不信、三不传

播。同时要积极进行网站建设，并开展多种

形式的活动向青少年传递抗战精神，通过这

些方式让抗战精神入脑入心。”今年，金春燮

和他的同事们对网站进行了全面改版升级，

新网站将原网站资源进行全面整合后，分设7

大板块23个子栏目，完善了“遗址在线定位、

寻访一键拨号、网上英烈祭祀、二维码扫描分

享”等功能。改版后的英烈网可实现与手机

同步在线浏览。

全县还成立了20支“传承抗战精神五老

好人团队”，利用重大节庆日，深入中小学和

乡镇社区、企事业单位，进行义务传承抗战精

神教育活动。通过各种图片展，美术书法展，

开展征文、诗歌朗诵等活动，用丰富多彩、行

之有效的形式，向青少年和广大群众进行传

承抗战精神教育。

如今，金春燮真切地感受到了孩子们的

成长，“不仅懂事了，还特别有集体荣誉感。”

这让金春燮觉得很欣慰，更让他坚定了自己

的选择。他说，“为党和人民奉献余热，只有

起点，没有终点。我将倍加珍惜荣誉，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当好传承抗战精神的传递者，

永葆共产党员的本色，为鲜红的党旗增光添

彩，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传递正能量！”

现场，掌声再次响起。这掌声里，饱含着

大家对这位七旬老人的敬意，更饱含着大家

对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的尊重,对生生不息

的抗战精神的敬重。

点评嘉宾、中国伦理学会理事、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曲红梅：

在当代政治哲学界，有关一个社会核心

价值、人民共同记忆的文化建设被称作“社会

文化”（societal culture)建设，很多国家都

非常注重发展社会文化，这是一种具有强大

包容性和凝聚力的文化。但这种社会文化建

设是一个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全

社会长期、共同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金春

燮及其团队的工作就是在为我们的社会文化

建设、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建设作出贡献。

从金春燮的报告和事迹中我们能够看到：他

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更多的革命英雄事迹，这

些英雄人物和事迹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人

真事，比电影、电视剧中的人物更加亲切、鲜

活，更具感染力。他让更多的人理解革命英

雄的信念，告诉我们为什么革命英烈们在当

年那么恶劣的条件下仍然坚定必胜信念，为

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贡献自己的生命，这对于

和平年代普通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确立

具有重要价值。他让更多的人懂得如何继

续发扬革命英雄的精神，如何在关键时刻做

出选择，如何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从金

春燮的身上我们就能够看到他对抗战精神

的传承。抗战精神除了必胜信念，还包括爱

国情怀、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等三个方面。

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处理爱国情怀与极端爱

国主义的关系，如何处理民族气节与狭隘民

族主义的关系，如何处理英雄气概与个人英

雄主义的关系，金春燮的报告给了我们最好

的诠释。

传递红色记忆 传承抗战精神
——听“时代楷模”金春燮讲述丰碑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潘锐 董鹏宇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工程自2014年起推出，已经成为中宣部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品牌项目。活动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主办，由光明网、中国伦理

学会承办。采取现场宣讲与网络直播相结合的方式，邀请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和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典范，在全国范围内举办系列讲坛，掀起学习、讨论和践行核心价

值观的热潮。

在每场活动筹备和举办期间，光明日报、光明网报网合作，采用融媒体形式进行持续跟踪报道，刊发演讲嘉宾介绍、活动侧记和演讲内容。光明网采取全程网络

视频直播、网络专题、微博互动、云端读报新媒体客户端等形式传播。同时，将演讲视频进行精编，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黄金时段播出。截至目前，平均每场活动通

过网络收看直播的网友接近400万人。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活动的成功举办，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中央、地方各主要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站给予广泛关注，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本报讯（记者潘锐）

评选、表彰、宣传“身边好

人”，用平凡故事感动社

会；通过“道德讲堂”等主

题活动，让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等基本道德规范

深入人心；以“民族团结

活动月”为载体，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增强对中华

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归

属感……近几年，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建设在延边州落地生

根，他们把“24字”落在了

《延边州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规划纲

要（2016—2020 年》的纸

面上，更落在了全州各族

人民的头脑里、心坎上。

为全面掀起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学习热潮，州委宣传部

制定下发了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

关文件，明确目标，并联

合州文化局、州文广新局

对各县（市）进行督导。

各县（市）将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贯穿于各级理论中心

组和普通党员干部、基

层群众学习当中，采取

邀请专家解读、“草根”

宣讲等形式，形成了覆

盖全面的宣讲体系。安

图县举行党的理论研讨

活动，撰写了以《传承党

的感恩情怀，深化感恩

教育活动，积极探索构

建 和 谐 社 会 的 有 效 途

径》为题的理论文章，在

全 州 研 讨 中 获 得 一 等

奖 ，在 全 省 获 得 二 等

奖。图们市从全市 127

名“草根”宣讲员中选拔

优秀宣讲员，形成“菜单

式”宣讲目录下发，供基

层“点单”，按需宣讲；编

印《“共筑幸福梦”下基

层理论宣讲口袋书系列之正能量故事集》，采取身边

人讲身边好人好事的形式，把“大主题”和“小切口”结

合起来，将大道理通俗地讲到百姓心坎里。

各县（市）所属部门（单位）、各行业和乡镇积极行

动，形成了自上而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涵盖各单

位、遍布城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氛围营造工作网

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公益宣传活动，在社会上营造

了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浓厚氛围。组织相关

部门开展“文化惠农直通车”系列活动，举办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主题书画作品展、摄影展等活动。以全国

十大“最美社区人”林松淑为原型，组织创排了朝汉双

语大型原创话剧《最美社区书记》。组织创作了一首

面向少年儿童的歌曲《我们的价值观》，录制成光盘赠

送给全州中小学 4100 多个班级，该歌曲成功登上中

央电视台的舞台。

各县（市）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文明创建、身边好人、道德模范、最美人物评选，融

入了志愿者服务，取得了融合发展的效果。珲春市开

展了“文明交通志愿者”助交通活动，图们市打造“一

镇一品”特色文化品牌，开展农民秧歌大赛等民族气

息浓郁的文化活动，安图县征集的安图精神和《道德

公约》，已经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实践载体，敦化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与“大德敦化”、“文明敦城 邀你同行”相结合。

大力培树典型，发挥典型示范带头作用，助推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纵深发展。去年 8

月，汪清县关工委主任金春燮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

模”称号；12月，汪清县公安局民警崔光日被中宣部

授予“时代楷模”称号。一年之内涌现出2位全国“时

代楷模”，标志着延边州的典型培树工作提升到一个

新的历史高度。在中宣部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培训

班上，延边州介绍了经验。各县市纷纷开展“吉林好

人引领风尚”主题活动，全州掀起了崇德向善、争当榜

样的高潮。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为强化未成年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各县（市）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纳入中小学德育工程教育，完善学校、家庭、

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珲春市以“做一个有道德的

人”为主题，引导未成年人做到“心向党、爱劳动、有礼

貌”。延吉市在中小学开展争创道德模范学校、模范

班级、道德模范学生活动，并将评选活动与入团、入党

挂钩。龙井市开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娃娃抓

起”主题活动，组织社区留守儿童和爱心学校的学生

观看核心价值观动画片，开展以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

绘画和手工活动。图们市在全市20所中小学全部建

设“美德少年长廊”，开展“图们好人”进校园、核心价

值观主题班会、演讲比赛和乡村学校少年宫成果展等

主题实践活动，推动核心价值观进校园。

让
核
心
价
值
观
入
脑
入
心

延
边
州
大
力
培
育
和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7月21日，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

坛”工程第43场活动走进吉林延边。活动中，全国“时代楷模”延边州汪清县

关工委主任金春燮作了题为《留住丰碑后的故事：传递红色记忆 传承抗战精

神》的讲座。图为金春燮讲述创建汪清英烈网的故事。

朝鲜族舞蹈《长鼓舞》。

金春燮接受记者采访。

主办方代表向主讲人全国“时代楷模”金春燮发放聘书。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工程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