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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闻不如一“件”：这支抗美援朝“英雄枪”走进了课堂
革命文物成为“活页教材”，英雄老兵成为“特聘教师”

昨天，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1 周年纪念日， 一支曾

在战场上击落美军轰炸机的 “英雄

枪” 走进了上海中学的课堂。 学生们

近距离地观察、 感受革命文物： 或屏

息凝神， 跟随着穿越烽火硝烟； 或大

胆提问： 当时那么困难， 我们怎么打

赢的？ ……

“这是 ‘文物进校园’ 的首次尝

试。” 中共一大纪念馆馆长薛峰在此

次 “百物进百校， 百讲证百年” 首讲

上介绍， 为创新传播， 中共一大纪念

馆从馆藏中精选 100 件革命文物， 走

进校园、 带入课堂。

当革命文物成为 “活页教材 ”、

英雄老兵成为 “特聘教师”， 学生们

聚精会神、 频频点头： 革命先辈披荆

斩棘、 负重前行， 替我们开创了太平

盛世。 如今， 国家的未来落在我们这

一代青年人的身上， 更需要思想的武

装、 精神的力量， 转化为奉献社会、

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见证奇迹
一枪五弹击落美军轰炸机

一杆步枪、 五发子弹， 对阵美军

一架轰炸机， 有可能赢吗？

在上海中学课堂， 一支背带略微

变形的 “英雄枪 ” ———M1903 步枪 ，

便是最好的回答。

“它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击美帝

国主义侵略者的直接见证物。” 中共

一大纪念馆藏品保管部工作人员介

绍 ， 这件革命文物 ， 曾见证了 1951

年 10 月 21 日夜间发生在抗美援朝战

场上令人振奋人心的一幕： 上海支前汽

车工人李增祥， 凭借着这一支步枪和五

发子弹， 在夜间击落美军一架轰炸机！

面对敌我实力悬殊的 “遭遇战”， 李增

祥此举极大提振了志愿军的士气， 荣立

一等功。

除了文物背后的故事， 中共一大纪

念馆工作人员还为学生们介绍文物的流

转、 收藏保护过程。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文物， 身

临其境地感受文物背后的故事， 和往常

的参观很不一样， 收获很大！” 上海中

学高二学生史守宸这样感叹， 他平时也

喜欢参观博物馆、 纪念馆， 却没想到今

天这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击落美军飞机

的 “英雄枪” 能来到学校。

“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什么能赢 ，

因为我们 ‘气胜于钢’。” 91 岁的志愿

军老战士孙佑民走上讲台 ， 向同学们

回忆起长津湖战役时的情景———当时

气温降为-54℃， 身着南方单棉衣的志

愿军， 渴了就吃雪、 饿了就吃冻土豆。

面对装备先进 、 补给充足的以美国为

首的 “联合国军”， 我们志愿军战士就

是靠着坚强的意志与毅力 ， 靠着祖国

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 军人的荣耀

重于生命的信念 ， 用勇气 、 志气 、 浩

然正气乃至生命 ， 完成党和祖国人民

赋予的使命。

高二学生王邵言的太外公也曾参与

抗美援朝战争， 他说老人一直向晚辈讲述

那些红色革命故事， “这些平凡却又不凡

的故事令我动容。 也激励我好好学习、 报

效祖国”。

传承初心
100件革命文物走进课堂

“教室化身为小小博物馆， 这堂课入

耳入脑入心。” 上海中学教师葛璐表

示， 这堂党史课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

对革命文物的近距离感受与思考中，

学生感受着革命先辈的初心， 并转化

为服务社会的力量和勇担前行之路的

使命。 上海中学将以此为契机， 运用

革命文物资源丰富校园红色文化， 转

化为立德树人的优质资源 ， 为党育

人、 为国育才。

中共一大纪念馆拥有馆藏藏品

12.8 万件 ， 涵盖自鸦片战争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不同时期 。

此次 “百物进百校 ， 百讲证百年 ”

活动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这一主题 ， 从中精选 100 件革命文

物 ， 其中包括 ： 反映近代以来中国

历史舞台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

珍贵文献 ，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人物的历史遗

物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

革命 、 建 设 和 改 革 的 历 史 见 证 ，

广大人民群众在迈向小康征途中

留下的学习 、 工作和生活的美好

记忆等等 。

首批已公布 50 件文物， 全市幼

儿园、 中小学、 高校可通过中共一大

纪念馆官方微信 “文物进校园” 入口

进行报名登记。 中共一大纪念馆将把

珍贵的革命文物带进校园 、 带入课

堂， 充分发挥革命文物在革命传统教

育 、 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 激发广大青少年努力学习、 奋发

图强， 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先锋力量。

“百物进百校， 百讲证百年” 活

动由市委宣传部、 市教卫工作党委、

市教委、 市文物局指导， 中共一大纪

念馆、 上海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联

席会议办公室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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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易） 上海海关昨天

发布消息称， 今年前三季度， 上海市实现

进出口总值 2.92 万亿元 ， 比去年同期增

长 15.4%。 其中， 出口 1.1 万亿元， 增长

9.9% ； 进口 1.82 万亿元 ， 增长 19.1% ；

贸易逆差 7111.6 亿元， 扩大 36.8%。

今年第一、 二、 三季度上海市外贸进

出口总值分别为 8791.6 亿元、 10060.8 亿

元、 10384.1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6.2%、

21.9% 、 9.2% 。 从月度看 ， 9 月进出口

3516.2 亿元， 同比增长 4.4%， 连续第 16

个月保持增长。 受去年 9 月基数较高因素

影响， 增速较 8 月回落 10 个百分点。

上海海关分析， 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市

外贸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 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

口比重提升。 今年前三季度， 上海市对最

大贸易伙伴欧盟进出口 5869 亿元， 增长

20.3%； 对东盟进出口 3919.3 亿元， 增长

11.2%； 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合计进

出 口 6563.4 亿 元 ， 增 长 17.3% ， 占

22.4%， 比重提升 0.4 个百分点。

其次， 汽车、 集装箱、 集装箱船出口

成倍增长。 今年前三季度， 上海市出口机

电产品 7536.3 亿元， 增长 9.9%， 占同期

上海市出口总值的 68.1%。 其中， 集成电

路出口增长 9.8%； 汽车、 集装箱 、 集装

箱 船 出 口 分 别 增 长 224% 、 448.8% 、

646.2%。

最后， 消费品进口增速高于总体。 今

年前三季度 ， 进口消费品 3862.9 亿元 ，

增长 19.8%， 高于上海市进口总体增速

0.7 个百分点 ， 占 21.3%， 比重提升 0.2

个百分点。

2.92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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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五个新城”贡献至关重大

历时12年共218部约1.8亿字,上海市第二轮志书完整展现
申城改革开放史，沪上学界探讨如何深挖地方史志富矿

“嘉定 、青浦 、松江 、奉贤与南汇五座

正在着力建设的新城，是上海城市在传统

文化方面的主要承载地，代表上海地区不

同的文化侧面 。 对于这些地方的历史文

脉 ，包括历史遗址 、遗迹 ，需要大力发掘 、

梳理 、研究与弘扬 ，使这些资源成为上海

文化地图中心的亮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会长熊月之认

为， 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五个新城”贡

献至关重大。

日前举行的 2021 年地方志理论研讨

会、“建党百年与史志文化”学术论坛上披

露，历经 12 年编修的总计 218 部约 1.8 亿

字上海市第二轮志书几近完成，全面记录

1978 年以来上海自然、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发展状况，完整展现上海的改革开放

史。 专家们指出，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地

方志这座富矿蕴藏着大量城市建设可借鉴的

历史资源。

熊月之在主题演讲中谈到，明清时期，包

括五城在内的整个上海地区，都是中国最有

活力、最为富庶的地区；近代上海开辟为通商

口岸，很快崛起为中国最大城市，五城相当高

比例精英人士依托上海城市，对上海发展贡

献至重至大；改革开放以来，五城延续了上海

开放品格；现在五城人口中，外来常住人口远

高于本地户籍人口，其比例远远高于上海全

市这方面比例的平均数，说明这五城处于上

海开放前沿。 “有人说，松江是上海之根，青

浦是上海之祖，嘉定是文教之城，奉贤是民歌

之乡，南汇是熬盐之都，所说未必准确，未必

令上海所有地方接受，但都说出了其地某一

方面的特点。”熊月之从民本思想、实学思想、

修身思想资源三个维度解析了“五个新城”所

具有的珍贵内涵。

上海多年来重视对志书的开发利用，编

纂以志书为基础的普及性 、 趣味性通俗读

物，包括《上海通志》《上海六千年 》及 “上海

地情普及系列丛书”等。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

室主任洪民荣谈到，至 2020 年年底，全国基

本实现省、市、县三级有志有鉴的两全目标；

上海市的二轮志书，是全国省级志书平均部

数的 3 倍 ，覆盖面之广 ，参编人数之多前所

未有。 年鉴与地方史作为地方志重要组成部

分 ，百年来也得到长足发展 。 新修 《上海通

史 》今年正式出版 ，体现了新时代上海史研

究的最高成就。 “眼下，开展第三轮修志工作

组织管理、编纂模式、编修体例等前期研究，

是当前地方志工作的重心。 ”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重视史志文化，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爱云提出，史志

文化完整记录着上海城市发展的红色记忆，

为赓续红色血脉、弘扬城市精神品格提供借

鉴 ，为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提供支

撑 ：“红色文化是涵养引领上海城市精神的

宝藏，中国共产党孕育、发起、诞生、出征过程

中凝结的伟大建党精神，是红色文化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不懈奋斗、积极进取，铸就

的精神谱系， 在上海史志文化中有着充分体

现和生动阐释。 ”

志书是官书、信史，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和

权威性，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是中国

文化传承不断流的重要载体。 浙江省政府地

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章其祥回顾史志发展时介

绍，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已有地方志的萌芽，秦

汉以后逐步发展和充实， 到宋代体制已臻完

备，宋元以来，历代保存下来的旧志有 8000

余种、10 多万卷， 约占全国现存古籍的十分

之一，不仅对中华文化的兴衰、存续有着重要

价值和深远意义， 也是全人类珍贵的历史文

化遗产。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志书

不但有存史功能，且有育人、资政作用，是广

大干部群众不可或缺的重要读物。

63岁老店重开，智慧融入“15分钟社区生活圈”
保留糯米粉、甜酒酿等“宝藏产品”的同时，还将推广智慧支付、智能溯源……

昨天一大早， 边爷爷风风火火地骑上自

行车出门了，“今朝吃馄饨，老婆点名要第六

粮油店的碱水馄饨皮”。 从家到第六粮油旗

舰店刚好15分钟 ，“这家店我从青年时期买

到现在”。

他惊喜地发现，店铺新开了一个沿街窗

口 ，在这里称好馄饨皮再扫码支付 ，既寻回

昔日 “零拷 ”感觉 ，又增添数字时代的方便

快捷。

昨天，万航渡路629号，拥有63年历史的

第六粮油店经过150余天的升级改造后重新

开业，保留糯米粉、甜酒酿等“宝藏产品”的同

时，还引入一家知名茶饮店，最大限度满足周

边社区居民、楼宇白领的生活需求，融入“15

分钟社区生活圈”。

独到之处：自产自销产品新
鲜、性价比高

“大黄豆适合煲汤，小黄豆适合煮豆浆，

要哪种我帮您称一斤？”上午开业后，店长徐

绮君看到一位客人在散装区徘徊， 立即出手

做成一单生意。

她用木柄量勺舀黄豆时， 想起上世纪80

年代在第六粮油做营业员的时光———米面粮

油样样放在大桶和大缸里， 用几种量斗快速

取出不同分量。“很多人从那时起， 就认准了

店里的碱水面、酒酿等产品，不管住到哪里，

都要特地回来买”。

这段 “零拷 ”年代 ，在新店堂内得到 “复

原”。升级后的第六粮油旗舰店采用“新海派”

风格———墙面上挂着算盘、酒坛、竹制量斗，

透明玻璃制成的结算台还压着三张旧粮票。

“老物件 ”的存在 ，让崭新店堂保留了 “老字

号”的亲切感，老顾客回忆起了往昔，年轻人

更是好奇张望。

如今， 第六粮油的零售业态紧跟时代脚

步，自产自销的“古寺”牌糯米粉、甜酒酿、白

砂糖、五谷杂粮、米糊等被灌进干净包装，这

些“宝藏产品”保持了一贯的新鲜、性价比高

和全天候供应， 是老百姓念念不忘的首选理

由，更是区别于其他便利店的独到之处。

创新服务：为寿宴、婚宴推出
定制产品

1970年，全国第一台能自动计量、计算、打

印、发货的电子售粮机在第六粮油店投入使用。

此次旗舰店特设“初心小屋”，集党建、服务、活

动、展示等功能于一体。这台电子售粮机的照片引

发员工讨论：“这算不算是最早的‘数字化转型’？”

在“小店办大事”理念驱动下，第六粮油店

坚持在创新与服务方面下功夫， 这也是传统粮

油店的生存之道。此次升级改造之初，旗舰店充

分考虑“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人群分布特色。由

于周边有公交终点站、老居民区，因此门店引入

一家知名茶饮，满足周边居民解渴休憩的需求。

旗舰店升级改造后， 还推出个性化定制服

务，可为寿宴、婚宴等场合定制，并开设沿街售

卖窗口以方便顾客购买。

第六粮油店另外7家分店，则根据不同地理

位置和服务辐射半径情况，形成“一店一策、一

店一景”格局，最大限度满足周边社区居民、楼

宇白领的生活需求。

据悉， 第六粮油店未来还将以智慧型便利

店为升级目标，推广应用智慧支付、智慧结算、

智能追溯、服务小程序，将可信赖的第六粮油店

“一站式购物平台”开到居民手掌中。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周辰

第六粮油旗舰店展示“老物件”。 本报记者 周辰摄

荨91 岁的志愿军老战士孙佑民。 ▲“英雄枪”M1903 步枪。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 李洁

前三季度上海外贸
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进出口比重提升

■汽车、集装箱、集
装箱船出口成倍增长

■消费品进口增速
高于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