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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而生 因人民而兴
浦东深挖红色资源 讲述红色故事 凝聚红色力量
“七一”之前，浦东各处换上喜庆的“红装”，用这抹最亮丽的色彩装扮一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
“为人民而生 因人民而兴。”浦东新区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深挖红色资源，创新宣
讲形式，以课堂、宣讲、展览等多种形式，讲述浦东的红色故事，展示浦东的红色情怀，凝聚浦东的红
色力量。

“百年辉煌 你我的红色记忆”
主题巡展举行

红色课堂

“红色宣讲团”走出去请进来
2018 年，浦东新区烈士陵园管理所
创建了“红色大课堂”文化品牌，发动广
大党员、讲解员、志愿者成立浦东英烈故
事“红色宣讲团”，通过“走出去、请进来”
的方式开展线上线下宣讲。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彰显了烈

管所从“守护型”向“宣讲型”转型的可喜
成果。目前，与烈管所签约的 100 家“红
色教育联盟”成员单位以及社会各界纷
纷与烈管所实现红色资源共享。
近期，
烈管所正着手创建线上纪念馆，
把红色大课堂活动引向新的广度和深度。

红色资源

南汇烈士陵园修缮并谨志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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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辉煌 你我的红色
记忆”主题活动成果展采用
“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进
行展示。
展示作品：
《曙光》
（作
②
者：
濮大铮）
展示资料：第三野战军
③
《淞 沪 战 役 作 战 命 令》
（1949 年 5 月 10 日）
本版文、图/浦东新区民
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 提供
②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推动浦东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
展，浦东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了“百
年辉煌 你我的红色记忆”主题巡展活动，
在广大烈士家属、军休干部、退役军人和
优抚对象、现役军人及青少年群体中引发
了热烈的反响，掀起了一轮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的热潮。
“百年辉煌 你我的红色记忆”主题
展览分为“信仰之光”
“ 尊崇之情”
“ 典型
之美”三个系列，主要征集“百份红色档
案”
“ 百件红色印记”
“ 百家红色服务”
“百
样红色风采”
“ 百名红色榜样”
“ 百件红色
作品”等物品和人物资料。其中，
“ 百份
红色档案”是查阅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
对象、烈士的档案资料，挖掘档案中记载

的突出事迹，收集并展示具有特定历史
意义的入党志愿书、参战誓词、立功受奖
等珍贵档案资料；
“ 百件红色印记”是精
选革命前辈、英烈、现役军人、抗疫英雄
及其家属的书信，征集烈士遗物、革命旧
物、重大活动纪念物、各部队历史传承物
等具有历史内涵的红色物品；
“ 百家红色
服务”是打造红色精品退役军人之家，为
广大退役军人提供暖心服务；
“ 百样红色
风采”是围绕新一轮双拥模范城创建，征
集各单位、部门在立功送喜报、悬挂光荣
牌、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等活动中的好做
法、好经验，展示浦东退役军人工作和双
拥工作的良好形象；
“ 百名红色榜样”是
宣传国防建设和社会建设中的典型人
物、团队事例，激发官兵荣誉感、退役军

③
人正能量、为军服务保障情怀；
“ 百件红
色作品”是发动浦东各界人士开展书法、
绘画、摄影、微视频、音频等创作活动，激
发浦东军民参与红色基因传承、拥军优
属、拥政爱民等各项活动的热情。
该主题展览通过制作展板、视频等方
式，采用“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进行展
示。
“ 七一”前，
“ 信仰之光”红色故事巡讲
活动在上海中心 22 楼政治生活厅“红色
课堂”举行，浦东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红
色宣讲员生动讲述了黄竞武、汪裕先、顾
维瑜三位浦东烈士的故事。6 月 29 日下
午，在“为人民而生 因人民而兴”党史学
习教育红色课堂展示活动期间，
“ 百年辉
煌 你我的红色记忆”主题活动成果展也
在浦东青少年活动中心剧场展出。

党史学习教育红色课堂开课
6 月 29 日下午，在宏亮的《国际歌》
声中，由浦东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
“戎耀·浦东”艺术团承办的“为人民而
生 因人民而兴”党史学习教育红色课堂
展示活动在浦东青少年活动中心剧场拉
开序幕。
这堂生动的党课，回顾党的光辉历
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抒发全区退役军
人感党恩、跟党走的炽热情怀。整场活动
以开课词为主线，分 4 个篇章依次展开：
第 一 篇 章“ 峥 嵘 岁 月 ”, 以 情 景 朗 诵
《信仰永恒》深刻道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共产党人始终为人
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奋斗；
第二篇章“艰苦卓绝”，以抒情舞剧
《鱼水情深》将革命军队与人民群众水乳
交融、生死与共的鱼水情深娓娓道来；
第三篇章“继往开来”，以话剧《热血
尽流》生动彰显中国人民解放军挂像英模
林俊德作为共产党人、革命军人的崇高精
神风范；

周浦镇康沈路 1646 弄 58 号，南汇烈
士陵园。在这里，安葬着 171 名烈士，设
有 300 平方米的革命史迹陈列馆，现为浦
东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9 年 6 月，
新区投入 2000 余万元修缮南汇烈士陵
园。浦东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为陵园的
修缮专门谨志了碑文，
现摘刊如下：
当忆一九二一，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
诞生地。真理所引，江东所期，一九二八
年八月，
中共南汇县委秘密建立。
大革命时期，爆发泥城农盐民武装暴
动，斗恶霸，袭警局，成立苏维埃政府，张
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军第一师成立
布告，虽遭敌人残酷反扑而失败，然熠熠
功绩闪耀于中共中央《红旗日报》。
抗日战争时期，南汇保卫二中打响浦
东抗日第一枪，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
日，奋力抵御千名日伪军扫荡，终因寡不
敌众，二十八名勇士血洒汇角芦荡，壮烈
捐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淞沪游击队第
五支队，功勋卓著，威震浦东，南渡浙东
后，
亦为抗日根据地主力。

解放战争时期，众多南汇儿女投身淮
海、
渡江等战役。浦东作为人民解放军战
上海之主战场，周浦、
川沙、
高桥三仗尤为
激烈，
解放周浦战斗中，
我军一百二十七位
指战员英勇牺牲，故成为后来中共南汇县
委决定将南汇烈士陵园建在周浦之缘由。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浦东南汇地区有志青年继承光荣传统，踊
跃参军报国，为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以及
抗洪救灾等斗争前赴后继，竭尽所能，甚
至慷慨捐躯。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我们缅怀先烈，学习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举办红色课堂，
建设永远的精神家园。
诚谢中共浦东新区委员会、
浦东新区
人民政府的关怀和重视，二〇一九年起，
对南汇烈士陵园予以整修和完善。此英
名录共收录英烈七百九十八位，依历史时
期划分之，
按姓氏拼音首字母列序之。
满怀崇敬，勒碑为记，日月可鉴，永昭
后人！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烈士事迹
杨培生烈士（1883-1927）
杨培生，
1883 年生于川沙小营房北杨
家宅。1925 年担任祥生铁厂工会会长，
同
年秋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支部书记。
1927 年 2 月被选为中共上海区委候补委
员，他卖掉家里仅有的几亩土地，购枪支
弹药支持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不久后担任
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是第三次工人武
装起义南市区领导者之一。他作为上海
代表去汉口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中华全

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同年 6 月，担任中共
江苏总工会执行委员，化名“嫩枝”,携妻
带儿迁至四川北路横浜桥上海总工会秘
密机关居住。一次，在秘密集会时,敌警
探冲入，杨培生、张佑臣等 6 人被捕，关押
在枫林桥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军法处，被
叛徒指认，暴露身份。1927 年 7 月 1 日，
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杨培生和工人领袖
张佑臣肩并肩，高呼革命口号走向刑场。

沈千祥烈士（1899-1931）

党史学习教育红色课堂开课。
第四篇章“走向高远”，以情景话剧
《誓言清澈》描绘了戍边英雄用青春和生
命捍卫祖国寸土山河的铮铮铁骨。
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以高亢悠扬

的歌声，
把活动现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活动最后，出席领导慰问了“光荣在
党 50 年”退役军人老党员代表、
“ 最美退
役军人”代表、荣立战功退役军人代表等。

沈千祥，南汇县泥城乡人，1928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
回泥城开展农民运动，
以泥
城小学校长为掩护，
在农民、
盐民、
教师中
宣传革命道理。1929 年秋，
沈千祥当选中
共南汇县委委员。11月，
沈千祥、
姜文光等
7人被捕，
关进苏州监狱，
2个月后被取保释
放。1930年，
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来泥城，
认为泥城暴动条件已成熟，
决定由沈千祥
担任公开的暴动领袖，
定在 8 月 9 日暴动。
8 月 9 日晚，
在马泐港口海滩上聚集成千农

民、
渔民，
沈千祥带领大家扛着锄头、
扁担
攻进盐廒（国民禁盐缉私营），
冲进盐霸叶
家森家，
10日凌晨贴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
十二军第一师布告》，
宣布成立泥城苏维埃
政府。敌人从县城调一个团的兵力镇压。
暴动失败后，
沈千祥调任中共淞浦特委巡
视员，
不久任松江县委书记。1930 年 12 月
在松江亭林不幸被捕，
被押解到镇江江苏
省临时军事法庭监狱，
受尽毒刑，
被敌人杀
害于北崮山刑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