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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遍布150多所小学、幼儿园、社区、
图书馆，为8.5万余名学生、家长、老师讲授
了1500多堂儿童防性侵课程，发放宣传手
册近9万本，服务里程几万里……这是四年
多时间里，烟台扬帆助学女童保护团队负
责人汪丽华在女童保护这条路上交出的“成
绩单”。

“‘女童保护’儿童防性侵课程的教学主
题是‘爱护我们的身体’，包括认识我们的身
体、如何分辨和防范性侵害、遇到性侵害时
该怎么做、遭遇性侵之后该做什么。”汪丽华
向记者介绍。作为烟台女童保护团队负责
人，汪丽华把自己的业余时间都奉献给了

“女童保护”事业。她说，作为一位孩子妈
妈、一名退伍军人，能通过一己之力守护好
孩子们，是她的愿望，也是她的“英雄”情怀。

秉持着这样一颗初心，汪丽华积极参加
“善行芝罘·微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在精准
助学、“儿童保护”防性侵教育普及推广等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服务项目取得了一定的社
会影响力。自2016年开始，汪丽华把团队
从最初的2名讲师发展到如今拥有来自各行
各业的65名讲师。对每一个加入的志愿者，
她都亲力亲为、严格把关，因为对孩子的教
育容不得半点马虎。“女童保护的讲师门槛

很高，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需要考核。”汪
丽华说，“公益不仅需要一腔热情，更要用专
业造福社会。”

防性侵教育难，难在观念改变。为了走
进更多的学校向孩子们传授防性侵知识，汪
丽华利用个人资源积极找校源，通过口碑相
传、家长进课堂等多种形式，从最初的需要
自己找课上到现在的被认可、进而约课不
断。四年多时间里，汪丽华带领团队从芝罘
区幸福小学开展第一课开始，足迹遍布150
多所小学、幼儿园、社区、图书馆等。

这期间，汪丽华与团队付出了很多的心
血和努力，许多志愿者放弃自己的休息时
间，为孩子们送去“珍贵而必要的一课”。课
前问卷加课后反馈的形式，加上根据学生、
老师和家长三方特点“定制”的课件，让很多
人受益。如今，汪丽华带领的团队已经连续
三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地方团队，入选烟台市
妇联“巾帼红”志愿服务联盟；“女童保护”项
目被评为“烟台市社会组织优秀项目”“山东
省最佳服务项目”；获得省、市青年志愿服务
项目大赛铜奖和银奖。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汪丽华积极参加
党员“双报到”社区卡口执勤任务，为社区把
好疫情防控第一道关。她还带领女童保护

团队50多名志愿者通过党员捐款、韩红基金
会、社会组织等途径，为武汉、社区、环卫工
人等捐款购买防护物资，价值1万余元。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健康安全快乐地成
长，是全社会的责任。”汪丽华说。开展“一
校一讲师”工程，把儿童防性侵课程纳入义
务教育阶段常态化，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一

堂防性侵课，是汪丽华和她的团队努力的方
向和最终目标。如今，汪丽华积极参加社会
公益活动，以各种方式传递爱心，对公益的
热爱转化成她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指引她不
断前进。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通讯员 刘法政 摄影报道

烟台扬帆助学女童保护团队负责人汪丽华——

一颗初心，撑起女童“保护伞”

发扬红色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
色基因。

6月27日上午，青岛平度市刘谦初红
色文化园，“心向党·梦飞扬”打卡红色地标
活动中，每位参观者手里都握着“红色护
照”小本子，等待参观盖章打卡。

走进刘谦初故居，正屋迎面墙上是刘
谦初的大幅照片，照片前方的桌子上摆着
一面党旗，桌子两侧的展示柜里陈列着他
学习和工作期间的相关资料……

1929年，刘谦初临危受命，回到党组
织受到严重破坏的山东，建立新的省委。
此后，他深入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并组织领
导了在全国工人运动史上罕见的1929年
青岛工人大罢工。

白色恐怖的罪恶之手，悄然扼向革命
者的咽喉。1931年4月5日，刘谦初遭叛
徒出卖被捕，被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
这个从平度刘家庄走出来的革命战士，以
短短34年的生命，奉献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全部的信念和对未来的期待。

理想初燃——
不灭的追光记忆

六月的胶东大地，到处飘扬着耀眼的
红。走进刘谦初红色文化园，映入眼帘的
是大气庄严的展馆，主体展馆分“东莱励志
济天下”“救国救民求真理”“碧血丹心铸忠
魂”“薪火相传映千秋”四个板块，集中展现
了刘谦初革命的一生。一张张黑白的照
片、一件件陈旧的衣物、一封封泛黄的书
信，见证着一个男儿的铮铮铁骨，诉说着英
烈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感人事迹。

刘谦初（1897—1931），原名刘德元，
青岛平度田庄镇人。父亲为他取了小名叫

“光”，希望他长大后能有一番作为。
从少年时代起，坚定的革命理想一次

次沸腾起刘谦初新的热望。1916年，刘谦
初就读于平度知务中学，他斥责袁世凯复
辟帝制，写下“千年帝制已归去，四亿神州
向共和”的《讨袁词》，和于乃镇、邵廷珍、刘
维汉等13名同学偷偷翻出学校，步行90
多里赶到蓝村火车站，连夜乘火车赶往青
岛，加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加了攻克潍
县和攻打高密城的战斗，获得“山东第三支
队义勇奖牌”。

1918年，刘谦初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齐
鲁大学预科，“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带头高
声疾呼，以唤起广大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
后因家境贫寒，无奈到黄县崇实中学教书。

1921年10月，刘谦初选择到燕京大
学深造。1922年9月，刘谦初踏入燕园，
马克思主义学说、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深
深植入他的内心。他和熊佛西、董秋斯等
人发起成立“燕大文学会”，“五卅惨案”后
首倡成立“燕大沪案后援会”，是前往北洋
执政府总请愿被推举发言的六位学生代表
之一。经方伯务和范鸿劼介绍，刘谦初加
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还与李大钊领导
的学生组织建立了秘密联系，接受中共地
下党组织的领导。

毕业后，刘谦初先后在镇江润州中学、
广州岭南大学附中任教。他系统阅读了马
克思主义书刊，以笔为剑，把课堂变成宣传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播火杏
坛。他从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爱
国青年，转变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26年，刘谦初再度投笔从戎，到湖
北武汉参加北伐战争，在第十一军政治部
宣传科社会股任股长，并兼任政治部理论
刊物《血路》的副主编。

1927年，刘谦初正式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9年4月，新的山东省委建立了，
32岁的刘谦初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

投身革命——
领导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

根据总的斗争形势，党中央指示山东
省委沿着胶济铁路发动总同盟罢工。刘谦
初先到淄博组织4个工厂千余名工人举行
了 3天的总罢工，随后赴潍县深入研究
1929年春猪鬃厂女工罢工的斗争经验。
抵青后，与时任青岛市委书记党维蓉一起
分析青岛工人运动的形势，认为“工人中出
现的自发怠工，既能造成日本厂主的经济
损失，又不致造成工人失业，还可使工人在
斗争中得到锻炼，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最
适当的斗争形式”。

望不到尽头的苦难，让工人如坠深渊，
反日情绪与国民党内部矛盾等时局变动带
来的尖锐冲突在工人中蔓延。在刘谦初、
党维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青岛发生了震
撼全国的反日同盟大罢工。青岛纺织工人
是罢工主体，参加罢工的有大康、内外棉、
隆兴、钟渊、富士、宝来六大日资纱厂，以及
铃木丝厂和华新纱厂（中资工厂）。其他企
业有华祥、山东两个火柴厂，日本青岛火柴
厂和田木厂、滨恒木厂、英商大英烟厂、祥
泰木厂、峰村油坊和四方机厂等。

6月19日，青岛火柴厂，工人因伙食粗
劣与日本管事发生争吵引发罢工，提出改
善伙食、减少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等要
求。26日，资本家断然宣布关厂，工人全
部被解雇，后国民党当局插手调停，工人一
无所得，却拉开了青岛工人大罢工的序幕。

7月开始，工人罢工掀起三次浪潮。
7月21日，青岛6大纱厂同时宣布关厂，并
开除工人，刘谦初、党维蓉等发动工人由停
工转变成罢工，并提出条件与日本厂主斗
争。青岛工人反日同盟大罢工一直持续到
9月，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山东乃至
全国工人运动史上罕见，亦称“民国十八年
大罢工”。

不断涌起的罢工斗争，沉重打击了日
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国民党统治，促
进了工人、民众的觉醒，是青岛工人运动复

兴的重要标志，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工人罢
工浪潮。

1929年7月底，刘谦初返回济南。他
全然未知，由于叛徒告密，妻子张文秋和省
委秘书长刘晓浦已被捕，一张巨网正在向
他张开。

不朽丰碑——
“我以我血荐中华”

刘谦初和张文秋是一对革命伉俪，他
们在山东省委并肩作战的经历，被今天的
人们比作现实版的“潜伏”。

新婚后第四天，刘谦初就随北伐军出
发。此后两年，这对夫妻都没能相见。

1929年8月7日，刘谦初化装上了火
车，结果被特务用照片比对出来，不幸被
捕。在监狱里，刘谦初将诗藏在糕点中传
给张文秋，安慰她：“无事不必苦忧愁，应把
真理细探求。只有武器握在手，可把细水
变洪流。”被关押期间，刘谦初和其他党员
秘密成立了党的支部组织，积极组织狱中
党员学习革命著作，领导绝食斗争，并以惊
人的毅力翻译了《反杜林论》。

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刘谦初，把党
比作母亲，他告诉妻子：“一定要为妈妈
（党）着想，万一我死了，你还要为我孝敬她
老人家，要为我报仇！你要做个很孝敬贤
惠的人，对得起妈妈。”经党组织营救，怀有
身孕的张文秋出狱，辗转回到上海。

1931年4月5日，刘谦初戴着沉重的
镣铐，在刑场上高唱《国际歌》，高呼着“中
国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用34岁的生命
谱写了一曲忠勇舍身受信仰、碧血丹心铸
忠魂的英雄凯歌。

刘谦初牺牲后，张文秋生下女儿，取名
“思齐”。“因为山东自古是齐鲁之地，我们
在这里工作过，要记住这块地方，记住这里
的人民，和我们在这里的遭遇。”刘谦初生
前曾这样嘱托。

在刘谦初事迹展厅结束处，矗立着五
个红色镂空大字——烈火中永生。烈士刘
谦初用热血践行了“我欲我身济天下，我以
我血荐中华”的革命精神，在平度这片土地
上留下红色革命故事。

跨越时空的红色坐标，留下了刘谦初
这道“永恒的光”，感召和激励一代又一代
共产党人为理想信念不懈奋斗、砥砺前行。

青岛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晓婷
YMG全媒体记者 秦菲 摄影报道

刘谦初：一颗红心忠勇为党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慕溯
实习生 宋一夫 通讯员 迟旭华）“您
做了四十年的书记，有什么感受？”“就
一句，要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面对
记者的提问，家住栖霞市的101岁老
党员闫世禄坚定地回答。

四十年意味着什么？四十年，是
一棵银杏树苗茁壮发育至果实丰满的
成长时光；是一个啼哭婴儿耳濡目染
蜕变为成熟人士的人生喜悦；也是共
产党员闫世禄日月不变的为民初心。

闫世禄的初心，从他成为共产党
员的那一刻，就闪耀出不凡的光芒。
闫世禄是栖霞市鲍家泊村人，1946
年，作为敌占区的一名村民，他深知局
势之紧张，但一颗向往党组织的心却
深藏许久。就在那一年，他在堂哥的
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向党旗，庄
严宣誓。

“保密”，是建国前党组织工作的
重要原则。“1946年，我秘密加入中国
共产党。”闫世禄回忆，在当时，做党的
工作是十分危险的，党员不能在家开
展工作，需要藏匿在山沟中开会。就
在那样危机四伏的情况下，闫世禄勇
敢地追随正义，加入了村中仅有四名
党员的党支部。

积极入党，是闫世禄面对敌人的
“呐喊”；勇敢参军，是闫世禄对党和人
民的忠心。1947年，面对国民党的大
范围进攻，闫世禄毫不犹豫地加入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革命事业贡献自
己的青春力量。“党员要带头参军！”已
有101岁高龄的闫世禄说话依旧铿锵
有力。闫世禄曾服役于九纵二十五
师，参加过南麻战役、临朐战役。枪林
弹雨，炮火无情，一心向前冲锋的闫世
禄在战争中曾多次受伤，左手4个指
头被炸断，后背仍残留着弹片炸伤的
痕迹。

“爬过山顶就是平原。”闫世禄笑
着说，言语中透着对革命的乐观精
神。回想起战争的残酷场面，被鉴定
为六级伤残的闫世禄丝毫没有后怕。

“共产党的战士，就是要刀山敢上，火
海敢跳，不能怕死！”闫世禄以战士英
勇无畏的豪迈书写了革命年代的英雄
壮歌。

两年的军旅生涯是闫世禄一辈子
难忘的人生片段，脱下军装后，他退伍
不褪色，继续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
肩负起“书记”的使命。

1949年10月，闫世禄担任栖东县
团委副书记，从那时起,便立下了“忠
心向党，服务人民”的誓言。岁月记录下闫世禄的四十年“书记
生涯”，铁口公社书记、寨里公社书记……直到栖霞棉纺织厂书
记，这位书记为党工作、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闫世禄在亭口区青年团工作时，专职负责青年的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带领团员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做青年工作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既要有吃苦耐劳的脚力，也要有灵活机智的脑
力。“我们当干部的都扎根农村，挨家挨户上门向青年宣传党的
政策。”在闫世禄记忆里，他经常因为工作忙碌需要在百姓家吃
饭，“面饭一毛五，便饭一毛钱，我们一般吃窝窝头，每顿饭都要
给百姓钱。”艰苦奋斗，任劳任怨，是闫世禄的真实写照。

工人阶级是先进的阶级，工人团体需紧跟党走。闫世禄不
仅给村里的青年做思政教育工作，也将党的“春风”吹进了棉纺
织厂里。在担任栖霞棉纺织厂党委书记期间，他积极动员共产
党员勇当先锋，为广大职工树立榜样。“我就靠着一张嘴，宣传党
的政策，让厂里员工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让他们过上幸福日
子。”闫世禄为员工描绘出一幅奔向美好生活的幸福画卷。

时间回到1958年，闫世禄担任铁口公社书记。“帮助农村搞
好农业生产就是我的头等大事。”作为公社书记，闫世禄的肩膀
上扛起了助农助产的大任。20世纪60年代，“农业学大寨”成为
全国开展的一场重要运动，闫世禄意识到“向外取经”对于村内
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便亲自到大寨学习经验。

大寨，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在那里，闫世
禄亲眼见到了好山好水育好田，片片绿色梯田绵延如带，眼前的
壮观景象让闫世禄心有触动。“取经”归来，闫世禄将大寨经验撒
播于各村各户，切实帮助老百姓提高农业产量。“把地搞好，好好
生产。”闫世禄朴素的语言中流露出对农民生活的深情关切。

1990年，闫世禄离休。人离岗位，精神却永驻人心，他用默
默奉献写下自己的忠诚与担当。采访结束时，记者问闫世禄有
什么心里话想对党说，这位百岁老人用颤抖的手在留言簿上写
下了“永远跟党走”五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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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莱州市土山镇组织离退休党员开展“开启红色之旅，
传承红色基因”现场教学活动。老党员们先后来到王门西海地
下医院陈列馆、郑耀南红色教育基地、莱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等
地参观学习。大家纷纷表示，通过参观学习，受到了一次难忘的
党史再教育、革命传统再教育、理想信念再教育，要永葆共产党
员的政治本色，更好地为土山镇高质量发展发挥作用。

通讯员 凯璇 亚芹 YMG全媒体记者 寿锐 摄

开启红色之旅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YMG全媒
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
员 李维祥）为充分发挥
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
让纪律处分既有力度又
有温度，今年以来，牟平
区武宁街道纪工委着力
做好监督执纪“后半篇
文章”，积极探索开展对
受处分人员的回访教育
活动。

“街道受处分的党
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
酒驾被交警查获的农村
党员，最担心他们‘口服
心不服’，不能正确认识
错误，抱有侥幸心理，我
们跟踪回访时有针对性
地开展思想教育，使他
们能够真正认识并改正
错误。”该街道纪工委负
责人介绍。

为正确履行对谈话
提醒对象以及受处分人
员的教育转化工作，武
宁街道纪工委每月开展
回访，及时了解他们的
心理活动和思想动向，

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疏导，让他们消除顾
虑，重整行装再出发。同时，街道纪工委
根据受处分人员的错误性质、处分种类、
性格特点等进行综合分析，建立回访人员
档案，详细记录回访教育情况。

“受处分后，组织不仅没有‘嫌弃’我，
还一直回访帮助，我真切地认识到了自身
的错误，也放下了思想包袱……”受到回
访教育的周某动容地表示。

据悉，截至目前，该街道纪工委已通
过谈话教育、回访交心等方式，回访教育
受处分人员1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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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丽华向孩子们传授防性侵知识。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通
讯员 申伟）作为中国北方的文学高地，历
年来，烟台文学界大家辈出，著述丰厚，地
域文化特色显著。为更好地传承、发扬胶
东地域文化精神，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图书
馆于近日正式启动烟台本地作家文库的
建设，意在收藏、整理、宣传、保存、研究烟
台本地作家著作，为延续与传承胶东文化
增添宝贵的文学史料，同时为社会各界人
士提供一个查阅和研究本地作家的平台。

据介绍，文库面积约120平方米，位
于学校图书馆二楼，文库外建作家简介长
廊，详细介绍每位作家的写作经历和代表
作品等信息，内设8个实木收藏展柜，分
为作家作品专栏、烟台风情专栏、作家代
表作品展、最新作品展四个专栏，用一整
面墙的活动照片记录捐赠者们为文库的
成立做出贡献的美好瞬间。

截至目前，文库已多次成功举办书刊
捐赠和交流座谈活动，得到众多烟台本地
作家的大力支持，和莱山作协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成为莱山区作协的活动基地。文
库现已收藏作家捐赠书刊杂志500余册，
设立了52个作家作品专栏，作家简介长
廊整理展示了46位作家的个人风采。下
一步，该校图书馆将依托烟台本地作家文
库，利用丰富的资源优势，持续开展文库
资源的搜集整理、阅读推广、文学研讨、作
家讲座等工作，发掘利用该文库的平台作
用，努力使学校图书馆成为作家之家、读
者之家。

烟台本地作家
文库落户高校

刘谦初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