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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沈瑞芳 陈燕玲 周丽丽） 近日，由省教育厅、
省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闽南师范大学主办，宁德师范学
院、漳州市教育局、漳州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协办的第三届福
建教育督导高峰论坛在闽南师范大学开幕。

本次高峰论坛为期两天，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除主论坛外，还设置 4 个分论坛，来自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
学、华南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国内科研院所和高校，以及
来自全国各地一线教育督导评估的 16位知名学者和专家分
别作主题报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教育督导制度建
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教育督导
评估信息化、教育督导区域经验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第三届福建教育督导
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讯（萧镇平 欧东茵） 近日，“谷文昌先进事迹当
代价值研究”学术研讨会在福建谷文昌干部学院召开。

研讨会由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会议共征集
论文 42篇，入选 22篇，评选出优秀论文 10篇。

“谷文昌先进事迹当代价值
研究”学术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林惠卿 卢逸涵） 近日，漳浦县举行《六鳌番
薯情》MV 全网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六鳌番薯情》悠扬动
听的旋律，搭配上美丽的漳浦风光和动人的生活画面，为在
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视听享受。

据了解，《六鳌番薯情》是漳浦县首次尝试以地标产品
为题材，为宣传地方人文、推介特色产品而精心创作的音乐
视频。漳浦县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优越，资源禀赋深厚。近
年来，该县着力推进产业振兴和文旅融合发展，致力打造

“一镇一品”，六鳌地瓜（番薯）也成为漳浦一张远近闻名的
地理标志名片。

《六鳌番薯情》MV全网发布

本报讯（李建民） 近日，福建省首届高校基层党务干
部职业能力大赛圆满落下帷幕。闽南师范大学在此次大赛
三个阶段竞赛中斩获佳绩，以团体总分第一获得团体一等
奖，以两个单项总分第一和两个第三分别获得“知识测试”

“微党课”“谈心谈话”单项奖，在全省 41 所本科高校中取得
最好成绩。

我省首届高校基层党务干部职业能力大赛落下帷幕

闽师大斩获团体一等奖

本报讯（萧镇平） 近日，《四十九个昼夜》出版座谈会
在漳州举行。此次座谈会被市委列为纪念红军攻克漳州 90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长篇纪实文学《四十九个昼夜》由我省作家吴玉辉创
作，是 2021 年漳州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文
艺活动中的图书项目之一，于去年 9 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出版。

《四十九个昼夜》全景式记录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
军攻克漳州的一段重要历史。作者运用丰富翔实的史料，并
通过纪实文学的叙事方式，将这段弥足珍贵的历史呈献给
读者，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红军“为有牺牲
多壮志”“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可贵精神。此书将红军东征与
闽南革命武装斗争的描写紧密结合起来，做到宏观叙事与
微观刻画相结合，全面展现这段光荣的历史，是一部弘扬光
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的生动教材。

长篇纪实文学《四十九个昼夜》
座谈会举行

近日，为期三个月的圣杯屿元代海船遗
址水下考古成果展落下帷幕，422 件文物在
漳州博物馆里静静述说 700 多年前我国古代
海洋贸易的繁荣兴旺。

2014 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漳州首次
对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开展调查；2016 年，
国家水下考古队对该遗址开展第二次水下考
古调查。

2021年，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技术潜水培
训班实习放在漳州进行，同时对古雷港经济开
发区圣杯屿海域开展重点调查工作。经过 32
名教练员、学员 50天的艰辛努力，基本探明漳
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的保存现状，结合数码
技术拼接出全国首张水下沉船遗址实景图，对
船体的调查也取得重大突破，在全国范围内首
次发现保存有舭龙骨的元代海船。

不久前，漳州策划召开圣杯屿元代沉船

遗址专项研讨会。“元代的海船目前国内尚无
实物，元代海船发现有舭龙骨填补了国内的
一个空白，这对于我国大航海时代的学术研
究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
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孙键认为，从漳州
所处位置来看，向东是东洋航路的一条重要
线索，向南是南洋、西洋航路的重要实证，作
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应结合课题推
动海洋文化遗产出水保护，推动学科建设，开
展漳州海洋文化遗产的综合研究。

鉴于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的重要
性，圣杯屿抢救性水下考古发掘也被国家文
物局新增入“十四五”考古重大项目。

去年 8 月 25 日，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抢
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启动。10 月中旬后，
受两次寒潮影响及秋台风影响，圣杯屿周边
海域风高浪急，为确保水下考古发掘工作的

进度、质量和人员安全，经请示上级主管部门
同意，将剩余部分工作时段延至 2023 年上半
年实施。

为更好地保护水下沉船遗址，除大型水
下考古发掘之外，水下考古很少进入公众的
视野。为了让群众对水下考古有更深的了解，
漳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专题策划让文物“活”
起来系列活动。去年 9 月 21 日上午，“海贸明
珠——漳州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水下考古
成果展”开展，开辟了水下考古边发掘、边展
示、边讲座、边研学的先河。通过该展览及 2
场讲座、4 场主题党日、9 场研学，进一步讲好
漳州水下故事，让水下考古更好地走近大众。

水下考古的发现离不开新兴科技的研发
和应用，10 月底，科技部重大专项——水下
考古探测技术研发团队在漳州圣杯屿开展相
关技术应用和论证工作。国家文物局考古研

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南
海调查中心、国家博物馆、南京大学相关专家
实地调研圣杯屿遗址情况。

其间，技术团队开展多学科、多部门密切
协作，对圣杯屿遗址及周边海域进行综合的
技术扫测。经综合分析认为，漳州圣杯屿沉船
遗址的水下环境符合水下遗产浅埋藏的综合
条件，是一处攻关课题非常理想的实践点，应
持续在此开展相关技术测试工作。

日前，2023 年度圣杯屿考古发掘工作方
案完成编制及专家初步函询工作，正按相关
程序履行报批手续。

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阮永好介
绍，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见证了我国宋元时
期海洋贸易的高峰，实证了漳州是我国历史
上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颗明珠。

圣杯屿抢救性水下考古发掘

让水下文物“活”起来
□杜正蓝 阮永好

近日，漳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在福建谷文昌干部学院举
办党员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政治轮训班。图为漳
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员干部参观谷文昌纪念馆。

王春旺 摄

近日，由漳州市武术协会和漳州市太极拳协会联合主办
的省全民健身运动会漳州市太极拳精英赛在芗城区举行。比
赛共有来自各县、区太极拳辅导站、太极拳组织的12支代表队
120名运动员参赛。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郑文典 刘钦赐 摄

去年12月13日，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一行5人，到东南烈士陵园代烈属祭
扫大余籍烈士刘传前墓。

2020年起，漳州集中力量为烈士寻亲。两年
来，共发布千条烈士寻亲信息，为600多位烈士寻
亲，累计为280位烈士点亮回家路，寻亲数据位列
全省第一、全国前列。

2022 年 9 月 21 日，漳州常山开发区舆情报告员方文豪
通过互联网发布 26 位无籍贯烈士寻亲信息，并联合山东青
岛民间寻亲队郭延峰展开寻亲，仅过一天就找到一位同名
同姓烈士黄亚忠。经过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协查、志愿者寻
找族谱等多方努力后，最终确定身份。

方文豪利用同样方法很快又找到张友和、黄兴林等 5
位无籍贯烈士的亲属。“最难的是籍贯和住址确认。只有姓
名和部队番号，需要比对的信息有很多。互联网无疑是一大
助力！”方文豪说。

9 月 30 日，漳州向全社会征集 150 位烈士寻亲线索，消
息一经发布，便传到各个网络寻亲群。其中，8 位在东山保
卫战中牺牲的湖南籍烈士，只有牺牲时的籍贯和部队番号，
且因出生年月和入伍时间不详、家庭地址多次变更，要想获
得详尽的家属信息困难重重。

“互联网志愿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家住江西省乐平
市的寻亲志愿者程雪清忽然想到，湖南《帮女郎》栏目组曾
有过类似的寻人寻亲公益栏目，他开始借助湖南媒体的力
量，寻找烈士亲人，并提供东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寻亲工作
专班的联系方式。

从联系栏目组到正式接受烈士寻亲志愿者的求助，成
立寻亲小组，仅仅用时 5 天。节目播出后，通过抖音、今日头
条多个 APP 不断在烈士户籍地弹窗寻亲信息，筛选核对留
言信息后，志愿者与栏目组一起前往烈士所在籍贯地，并在
当地档案局和退役军人事务局挖掘关联资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志愿者和
栏目组的努力下，已为 8 位湖南籍在东山保卫战中牺牲的
烈士中的 6位找到亲人。

网络寻亲志愿者遍布大江南北，程雪清只是其中之一。
这些志愿者一有线索就建群，及时查阅人物背景，讨论寻亲
路线。这支队伍中，有古稀之年的老前辈为团队分析年代和
地名不相符的资料；也有热衷志愿活动的大学生，在掌握寻
亲信息后，及时使用网络社交媒体，梳理、发布信息。

随着网络传输距离的不断增长，全国各地发布的寻亲
信息越来越多，参与寻亲的团队也日益壮大，他们犹如一支
机动的搜索队伍，捕捉到蛛丝马迹，便寻着线索扑向茫茫信
息海。

按照“互联网+”的寻亲思路，漳州通过“我为烈士寻
亲”“宝贝回家”“帮女郎”等网络社交平台、媒体发布各类寻
亲线索 1800余条，收到线索来电 600余个，发出寻亲协查函
250余份、寻亲信息 5000余条。

“互联网+”，

让更多人加入寻亲队伍

“针对近年来为烈士寻亲工作的特点，我们注意到网络寻亲是为烈
士寻亲最直接、快捷的重要形式。”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黄顺
权说，漳州注重建设和发挥好市、县、乡、村居的网络寻亲“五大员”（舆
情报告员、网络协查员、信息比对员、亲属核实员、数据统计员）的作用。
这些人员由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工作人
员、寻亲志愿者等组成，他们在做好自身业务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
展开寻亲。

“‘五大员’中，信息比对员最为关键。仅靠一张照片或志愿者的口
述难以证实烈士身份。信息比对员收集到信息后需线上线下同步比对，
不仅要查询烈士英名录、中华英烈网，还要征询当地党史办、公安等部
门核实，同时在志愿者群中反复确认身份信息。”黄顺权介绍，信息比对
难在烈士牺牲时住址及同音字的比对，并且因为时间跨度长、许多地名
变更等原因，信息员有时难以比对。

然而，这些困难从来不是信息比对员放弃寻找的理由。去年 11月 1
日，烈士寻亲信息比对员林晓东收到辽宁省庄河市寻亲志愿者发来的
微信图片，标注是孙景生烈士的遗照。林晓东捧着手机端详了许久，对
他们来说，到了烈士寻亲攻坚阶段，每搜集到一张照片都是值得庆祝
的。

漳州于去年 9月 30日发布孙景生烈士的寻亲信息。几经转载，一个
月后，定位到烈士亲属的位置。林晓东很是兴奋，在当地志愿者协助下，
烈属基本情况得到初步核实，对比了烈士牺牲时记载籍贯信息和当前
亲属所在籍贯，明确烈士生前家庭住址（辽宁省庄河市黑岛区黄岺村）
和烈属当前籍贯地（辽宁省庄河市黑岛镇黄岭村三屯）的信息一致。

在庄河市的烈属家中，志愿者找到了一张珍藏 60 多年的烈士照片
和一本斑驳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依稀可认出烈士姓名
的部分字形。

本着严谨工作的态度，林晓东萌生了再次核实的想法，并与志愿者
沟通，让其再次入户调查和实地查看相关事实，寻找更多佐证。最终确
定了烈士与烈属的关系，形成完整的寻亲证据链。

随着行动开展，捷报频频传出。
“确定，他就是烈士杜玉品。”“籍贯河北高阳的英烈崔汝丰的亲属

已找到。”“烈士刘传前的家乡亲人已赴漳‘代祭扫’。”……蓝文杭是一
名热心的舆情报告员，入职漳州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以来，他的电
话几乎没停过，他一边发布寻亲函，一边整理传来的信息。在他看来，要
想寻亲成功，必须连接好烈士管理单位和烈士亲属沟通的信息枢纽，为
烈士牺牲地和烈士籍贯地搭起有机桥梁。

据了解，漳州现有登记在册烈士 2700 余位。除了发挥好网络寻亲
“五大员”作用，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还推动市、县、乡、村四级服务
保障体系上下联动工作机制，通过走村入户、上门核查以及“9120 公益
寻亲同盟”，进一步完善“一墓一表”烈士信息匹配。同时，各部门加强联
动，借助志愿者、社会团体力量，拓展寻亲活动的深度和广度。

“五大员”，

一步步搭建寻亲证据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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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13 日，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一行 5 人，到东南烈士陵园
代烈属祭扫大余籍烈士刘传前墓。 蓝文杭 摄

2022 年 8 月 3 日，四川省仁寿县秦秋香一家三代 12 人到东山战斗烈
士陵园祭扫秦凯烈士墓。 林晓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