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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
上重霄九……”细雨之中，松柏之间，
杨开慧烈士墓园庄严肃穆，前来瞻仰
祭拜的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墓后
花岗岩护壁上印刻的毛泽东词《蝶恋
花·答李淑一》，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

“湖湘女杰”杨开慧奋斗的年代。
杨开慧，190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

县清泰乡板仓（今开慧镇开慧村）。
父亲杨昌济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学者、
教育家。1913年，杨昌济到湖南省立
第一师范教书，杨开慧随父亲迁往长
沙，并在那里认识毛泽东。

1918 年，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
教。这年 9月，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
工俭学也来到北京，在这期间，毛泽
东和杨开慧有了更多的接触并开始
相爱。

1920 年初，杨昌济不幸病逝，杨
开慧回到湖南长沙。同年 8月，毛泽
东在长沙成立文化书社，杨开慧予以
资助并参与书社活动。1920年冬，杨
开慧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
为湖南第一批团员。就在这时，她和
毛泽东在长沙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结

为革命伴侣。
1922 年，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毛泽东在湖南建立了中共
湘区委员会，任区委书记，杨开慧负
责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身兼
秘书、机要、文印、联络、总务等多种
职务，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1923 年 4 月，毛泽东到上海党中
央工作。杨开慧带着儿子毛岸英、毛
岸青也来到上海，协助毛泽东开展工
作，并同向警予一起组织女工夜校。

1925 年 2 月，杨开慧随毛泽东回
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协助毛泽东创
办农民夜校并担任教员。同年 12月，
杨开慧离开韶山转往广州协助毛泽
东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文稿，负责联
络工作。

1927年初，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
动进行考察，杨开慧把大量的调查资
料进行分类整理，工整地抄写下来。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按照党的
八七会议指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
义，杨开慧带着 3个孩子回到长沙板
仓开展地下斗争。

1930年 10月，杨开慧被捕。敌人
逼问毛泽东的去向，要她公开宣布与
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杨开慧坚定
地说：“牺牲我小，成功我大”“要我和
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
烂！”

1930 年 11 月 14 日，杨开慧就义
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 29岁。

杨开慧牺牲后，归葬故乡板仓。
如今，由杨开慧烈士故居、陵园、陈列
馆以及杨公庙组成的杨开慧纪念馆，
成为中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
一。

记者了解，近年来，开慧镇积极
培育发展红色旅游产业，获评湖南省
2020年十大特色文旅小镇。2020年，
开慧镇共接待游客超 200万人次。

新华社长沙5月13日电

杨开慧：

“牺牲我小，成功我大”
日前，湖南省怀化市溆

浦县警予学校书声琅琅，
“自治心、公共心”的校训镌
刻在这所名校教学楼上。
不远处的溆水河畔，就是向
警予同志纪念馆。

纪念馆讲解员肖艳萍
说：“每讲一次警予故事都
是心灵的洗礼，都能感受
到她的伟大和精神的力
量。”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
1895年出生于湖南溆浦，是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
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
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和领袖。

向警予是当时整个溆
浦县第一个入学读书的女
孩，年幼接受到新式教育。
1912年，她以优秀成绩考入
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
校，两年后转入周南女校。
在这里，向警予认识了蔡
畅，并因此结识了蔡和森和
毛泽东。她将自己的名字
改为向警予，寓意时刻敲响
警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求
学救国。

毕业后，向警予回溆浦
创办了男女兼收的新型学
校溆浦女校，以“自治心、公
共心”为校训，重视新思想
传播，尊重学生个性。

1919年秋，向警予应蔡
畅之约，去长沙筹备赴法勤
工俭学，同时加入新民学
会。法国留学期间，她学习
法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
论，帮助蔡和森翻译马克思
著作。共同的信仰，她和蔡

和森结成革命伴侣。在蔡
和森的影响下，她逐渐从民
主主义者成长为一名坚定
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参与
建党工作。

1922年初回国，向警予
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7
月，她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
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担
任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
长。随后，她参与和领导了
多次罢工斗争。1925 年 10
月，向警予受中共中央派遣
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
主义大学学习。1927 年 4
月回国后，她被分配到中共
汉口市委宣传部和省总工
会工作。7 月，汪精卫叛变
革命，大革命失败，但向警
予坚持留在充满白色恐怖
的武汉，继续开展地下斗
争。她说，武汉三镇是我党
重要的据点，许多重要负责

同志牺牲了，我一离开，这
是对敌人的示弱，我决不能
离开！

1928年 3月 20日，向警
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在狱中，敌人用尽了一切手
段，没有从她口中得到党的
任何机密。

1928 年 5 月 1 日，反动
派要在这个工人阶级的节
日杀害向警予。赴刑场路
上，她沿途高喊口号，奋力
做最后演讲，国民党宪兵慌
了，残暴地将碎石塞进她嘴
里，用皮带缚住她双颊，血
从她的嘴角流出。向警予
英勇就义，时年 33岁。

“伟大的警予，英勇
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
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
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
产阶级永远的爱人！”蔡
和森闻讯后，奋笔疾书写
下《向警予同志传》表达
浓浓怀念。

1939 年在延安纪念三
八妇女节大会上，毛泽东高
度评价了向警予的一生：

“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
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
斗了一生。”

向警予的革命精神在
家乡传承发扬，激励一代代
溆浦人接续奋斗。

当年向警予创办的溆
浦女校更名为警予学校，校
园里每天都唱响她当年创
作的校歌：“愿同学做好准
备，为我女界啊，大放光
明！”
新华社长沙5月13日电

向警予：

共产主义战士 模范妇女领袖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王鹏）
记者 13日从教育部了解到，“2021届高校
毕业生就业促进周”系列活动将于 5月 17
日至 23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系列活动
主要包括招聘会、校企供需对接会、就业
育人活动等。

据悉，教育部将会同 12 家社会招聘
机构，共同启动“24365校园招聘服务”线
上“百日招聘行动”。就业促进周期间，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将同步举办两场以上

区域性、行业性、联盟性大型专场招聘会，
各高校计划每天举办线上线下校园招聘
会。毕业生离校前，各地各高校将持续保
持招聘活动热度。

为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教育部
将组织“重点领域人才供需对接会”，在线
上组织“中小企业人才供需网络对接会”，
为校企双方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就业促
进周期间，各地各高校同步举办各类校企
供需对接活动，深化高校和企事业单位合

作，推动共建就业实习基地。
教育部也将在就业促进周期间举办

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主题座谈会，鼓励更
多高校毕业生投身基层和中西部地区就
业。同时，指导各地各高校开展以“成才
观、职业观、就业观”为主要内容的就业主
题教育活动，以多种形式引导毕业生主动
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此外，为建立健全高校与用人单位沟
通协作机制，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共同促进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教育部今年专门组
建了全国普通高校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
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的制定提供
咨询建议，协助教育部开展高校与地方政
府、行业协会、用人单位就业创业的对接
活动。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表示，下
一步，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加大工作
力度，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

“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周”将于5月17日至23日开展

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

教育部日前发布的全国儿童青
少年近视情况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
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较前一
年的50.2%有小幅上升。超过一半的
孩子是“小眼镜”，这一情况需要引起
各方警惕和关注。

“小眼镜”越来越多的原因多样，
有专家指出最主要原因是缺乏必要
的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而这也会导
致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目前，孩子
们在户外跑跳的身影越来越少，“Z
世代”悄然变成“宅世代”。

现在，不少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

不足。在学校，他们体育锻炼的时
间，被考不完的试、写不完的作业一
再挤压。放学后，孩子们又要上各种
培训班、辅导班。而且在教学和布置
的作业中，部分学校过多依赖电子产
品。

同时，有些孩子户外活动的意愿
也不强烈。拼乐高、打手游、刷视频
……在很多孩子眼中，这比户外活动
有意思得多。其实，户外活动不仅能
强健体魄，还能使大脑得到休息，从
而提升学习效率。

此外，可供孩子玩耍的户外场

地也有限，很多地方仅限于学校操
场、社区公园、游乐场。除了场地不
足，安全问题也困扰着家长。例如，
户外游玩设施的维修能不能跟上？
周边环境是否车来车往潜藏交通隐
患？

大量孩子受到近视困扰，表现为
戴上小眼镜，但更大的问题是可能出
现的身体素质下降。野蛮其体魄，可
从降低近视率入手，家庭、学校、社会
共同为青少年强健体魄创造条件，让
他们野起来、疯起来。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预防近视，要让孩子们野起来、疯起来！
据新华社南宁 5月 13日电 2021 年 5

月 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海南省政协原党组
成员、副主席王勇受贿一案。

桂林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0年至
2020年，被告人王勇利用担任海南省澄迈县
委书记，海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厅长，三亚
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
项目审批、工程承揽、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9047.2259 万元。提
请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海南省政协原副主席
王勇被控受贿近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