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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12月27日电 （记者
高一伟）21岁投身革命，历经多次革命
战斗，长征途中身先士卒带领战士探路
搭桥，抗战中数次袭击日伪军据点给予
沉重打击，为保卫家园在抗日战场上英
勇牺牲……“杨忠烈士的一生虽然短暂，
却是革命、奋斗、英勇的一生。”江西省安
福县委党史办主任李铁泉这样评价道。

杨忠，又名欧阳吉善、欧阳忠。
1909 年 9 月出生于江西安福县金田乡
南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代
就参加革命，曾任大桥乡少儿部儿童团
支部书记、乡苏维埃主席。1930年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同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4年 10月参加长征。到达陕北
后入红军大学学习。后任民运科科长。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杨忠任八
路军第115师民运工作团团长。1938年
9月抵达山东乐陵，成立八路军济阳支
队，任支队政委。1940年任鲁北支队司
令员兼政委。他鼓励干部战士说：“哪怕
为鲁北抗战血洒疆场，肝脑涂地，也要将
抗战旗帜插到黄河岸上，插到鹊山之巅！”

1941年，冀鲁边区的津南支队与鲁
北支队合编为第115师教导6旅兼冀鲁边
军区，杨忠任政治部主任。为执行上级要
求冀鲁边区开辟鲁北东部，打通与清河区
的联系，将两个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指

示，教导6旅连续两次“打通”行动受阻。
同年7月，杨忠率旅政治部机关、宣传大
队、十七团等执行第三次“打通”任务。沿
途大造抗战声势,宣传和发动群众。

1941 年 9月 3日，杨忠率部达惠民
县淄角镇、夹河一带。就在再进一步便
可以过黄河与南岸清河军区取得联系
时，遭到日军包围。9月 4日上午，杨忠
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2岁。

杨忠为创建鲁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
重要贡献。1941年10月13日，第115师政
治部在向八路军总部报告夹河战斗情况
的电报中说，2纵队到冀鲁边区，杨忠“即
任司令，辗转鲁北，坚持鲁北反扫荡战争，
他在战士和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对鲁
北根据地之创造，建树了无数的功勋”。

为了缅怀先烈，惠民、济阳、商河
三县在杨忠烈士战斗、牺牲的地方建
立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并在杨忠烈士的墓碑上镌以“精忠报
国”四个大字。1946年 12月,为了纪念
杨忠,冀鲁边区在他率领部队开辟的游
击区——商、济、惠三县交界处,新设置

一个县,并命名为“杨忠县”。
杨忠牺牲已七十多年，他的英勇事

迹仍在安福县传颂。“为我们有这样的
革命先辈感到骄傲和自豪，他的精神必
将激励我们继续努力奋斗，更好地为人
民服务。”李铁泉这样告诉记者。

杨忠：精忠报国 英名长存

杨忠画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

势，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做好经济工

作，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高

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和水平。这是从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着眼我国经济

发展实际提出的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必须认真领会、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不动摇，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

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团结一心、步调一致做好工作。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就要加强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根本。中国经

济是一艘巨轮，体量越大，风浪越大，掌舵领

航越重要。越是形势复杂、挑战严峻，越要

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

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外

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

一系列深刻变化，我们之所以能推动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关键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在今年面临诸多两难或多

难选择的情况下，党中央统揽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保持战略定力，采取正确策略，坚定推

动我国经济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实践

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

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党拥有在复杂多变局面

下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娴熟能力和高

超智慧。一年来，我们在实践中深化了对做

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坚

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首要一条。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就要提高党领导

经济工作能力和水平。应当看到，明年我

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不确定性更

大，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风

险和困难明显增多。越是在这样的形势

下，越要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和水

平，确保中国经济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必须认识到，加强党对经济工作

的领导并不是包办一切，而是要管大事、议大事，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作用。我们要把握分析形势的基本方法，从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势，保持战

略定力、坚定必胜信心；提高宏观调控水平，精准把握宏观调控的度，主动预

调微调、强化政策协同；准确把握社会心理预期变化，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

针对性主动引导市场预期；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注重激发全社会攻坚克

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全局工作强大合力。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就要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形

势越是复杂，越要听从党中央号令。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到令行禁止，

不能各行其是。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鼓励创造性贯彻落实，防止空喊政治口

号的形式主义，防止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同时要克服慢动作、跟不上现象。国

内外形势极为复杂多变，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是提高

经济工作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越是困惑时，越要在学习和实践中找思路、

想办法，努力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手。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领

导经济工作能力和水平，上下同心，迎难而上，努力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各项部署

落到实处，中国经济巨轮就一定能驶向更开阔的水域，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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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国防大
学原副校长高金钿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12月 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高金钿是山东石庄人，1960年加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62年入伍，1970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 10月起，历任见习
干事、资料员、军代表、教员。1986年 5月
起，历任国防大学世界经济政治教研室副
主任、主任。1995年 8月任国防大学战略
教研室主任。1996年 3月起，历任代理军
副政治委员、国防大学副校长等职，为部队
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高金钿是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
员。他 199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9 年
晋升为中将军衔。

高金钿同志逝世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27日电 近
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联合
印发《关于 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广泛开
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
的通知》。
《通知》指出，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

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的
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文化文艺工作
者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定于 2019 年元
旦春节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我
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
《通知》明确了开展文化进万家活动

的主要内容，各级宣传文化部门要动员
组织文化文艺小分队下基层，开展系列

惠民、为民、乐民的文化服务项目，组织
开展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创作生产适
合城乡基层需求的特色文化产品，将欢
乐和文明送到千家万户，将党的声音和
关怀传递到百姓心间，营造欢乐祥和、喜
庆热烈的浓厚节日氛围，凝聚团结进取、
奋发图强的强大精神力量。
《通知》强调，活动要突出“红色文艺

轻骑兵”特点，创新活动内容和形式，以
人员精干、水平精湛的文化文艺小分队
作为活动重要载体，下基层开展有亮点、
有实效的活动。《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
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开展好本地区
本部门下基层文化文艺小分队的工作，
协调组织好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

与脱贫攻坚工作和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试点工作相结合，是 2019年元旦春
节期间“文化进万家”活动的突出亮点。
《通知》明确要求国家级贫困县辖区内每
个乡镇至少开展一场活动、基本实现全
覆盖；活动要聚焦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试点县（区、市），承担试点任务的 12个
省市，要把辖区内的试点县（区、市）作为
“文化进万家”活动的重点地区。

中央宣传部等印发通知

元旦春节期间广泛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

12月 27日，随着

最后一跨钢主梁成功吊

装就位，位于湖北宜昌

的香溪长江公路大桥主

桥顺利合龙，标志着这

座世界最大跨度钢箱桁

架推力式拱桥开始进入

桥面铺装施工阶段。图

为香溪长江大桥主桥合

龙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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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程诚、陈爱平报道：12月
18日 21时 20分，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
一架民用AW139直升机缓缓降落在解
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南院区急诊大
楼前。随后，一名辗转千里的重度中毒
患者被紧急收治，这是国内首次通过2架
直升机接续飞行转运患者进京救治。

当天下午 3时左右，该医学中心原
中毒救治科主任邱泽武接到内蒙古自
治区巴彦淖尔市医院打来的求助电
话。原来，某化工厂工人兰某因甲醇中
毒，病情危急，须立即转运北京抢救。

接到情况报告后，该中心迅速启动

应急保障预案，并协调某通航集团加紧
审批航线，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救治。由
于巴彦淖尔市备勤的贝尔429直升机属
轻型双发直升机，续航能力有限，相关单
位与中心研究决定采用双机接力援救患
者。随后，备勤机将患者送到包头，再由
从北京飞来的中型机进行转送。

经过初步治疗，目前患者已脱离危
险期。据了解，为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该
中心加强突发事件中患者快速转运救援
能力，先后与首都地区“999”“120”建立
军民联合航空救援协作机制，在伤病情
沟通、航线协调等方面实现无缝对接。

为救治一名重度中毒患者

军地联手开辟空中接力救援通道

高金钿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本报讯 北京卫戍区正军职离休
干部、原军事科学院军事研究部部长
沈宗洪同志，因病于 2018年 9月 14日
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沈宗洪同志系浙江吴兴人，1924
年 10 月出生，1941 年 1 月参加革命，
1941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服
务团团员、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科
长、主任、团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战史
研究部研究员、处长、副部长等职。

沈宗洪同志逝世
本报讯 河北省军区正军职离休

干部、原空军工程学院政治委员张虎忱
同志，因病于 2018年 9月 15日在北京逝
世，享年99岁。

张虎忱同志系河北霸州人，1919年8
月出生，1938年 8月入伍，1938年 1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团政治委员，武汉防
空学校训练部部长，空军高射炮兵学校政
治部主任，空军高射炮兵第109师政治委
员，空军第7军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等职。

张虎忱同志逝世

塞罕坝，这蒙汉合璧的诗意语言，意
为“美丽的高岭”。

从北京出发，驱车400多公里进入河
北塞罕坝机械林场，置身于千里松涛、万顷
林海，观山听风、静嗅花香，宛若世外桃源。

从数十年前“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
树”的荒僻苦寒之地，到如今面积达 112
万亩、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一代代
塞罕坝人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
展，在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筑
起一道绿色长城，成为拱卫京津冀和华
北地区的风沙屏障、水源卫士。

当西伯利亚的寒风失去了绿色的阻
隔，长驱直入推动浑善达克沙地南侵，风沙
紧逼北京城。浑善达克沙地与北京最近处
的直线距离只有180公里，平均海拔1000
多米，而北京的平均海拔仅40多米。有人
类比说：“如果这个离北京最近的沙源堵不
住，就相当于站在屋顶上向院里扬沙子。”

上世纪 60年代初，国家林业部决定
在河北北部建立大型机械林场，经过实地
勘察，选址塞罕坝。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荒

凉，这里还能不能种树？人们疑虑重重。
“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大自然给

予人类的宝贵馈赠。对绿水青山，破坏
和毁灭可能只在旦夕之间，恢复和重建
却需要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塞罕坝机械
林场场长刘海莹说。
“一年一场风，年始到年终”，这句话

形象地道明了塞罕坝的自然条件。人们
曾在这里尝试建设大唤起、阴河等小型
林场，不但树没种活，人都快活不下去
了。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副局
长刘琨临危受命，带着 6位专家登上塞
罕坝。10月，本应秋色斑斓，坝上却已刮
起遮天蔽日的白毛风。他们在亮兵台和
石庙子一带石崖下，发现被火烧过的黑
黢黢的树根。反复辨认，确定是落叶松。
“你们看！”行进在凛冽寒风中，大伙

儿被一声高喊吓了一跳：渺无人烟的荒
漠深处，一棵落叶松迎风屹立。一群人
扑上去抱住树，含着眼泪说：“塞罕坝能
种树，我们要在这里建起一片大森林！”

落叶松、云杉、白桦……如今的阴河
林场绿野千里。据围场县人武部政委朱
良恒介绍，这一带的 7万多亩林海，还只
是塞罕坝百万亩林海的一小部分。

在围场县城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
记者见到了陈彦娴——去年岁末，在肯

尼亚内罗毕召开的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
会上，就是她代表塞罕坝人领取了“地球
卫士奖”。
“当年我在读高三，宿舍的六个好姐

妹闲聊说‘要是能像北大荒的女拖拉机
手一样，开拖拉机驰骋在原野上那有多
好呀’！”满头银发的老人对当年“六女上
坝”的故事，依然记忆犹新。她说，当年，
年轻的六姐妹给场长写了一封信，没想
到一个月后便收到了人事科的回信。后
来，她们便坐着解放牌大卡车上了坝。

跟她们一样，那一年，369名林场创
业者满怀激情，从大江南北来到塞北高
原，拉开了塞罕坝林场建设的历史帷幕。
“渴饮沟河水，饥食黑莜面”“劲风扬

飞沙，严霜镶被边”，在偏远闭塞的塞罕
坝，这些创业者坚持“先治坡、后置窝，先
生产、后生活”，吃黑莜面、喝冰雪水、住
马架子、睡地窨子，顶风冒雪，垦荒植
树。最终，在平均海拔 1500米的塞罕坝
高原上，他们顽强地扎下根来，最多时年
造林8万亩。“美丽高岭”重现生机！

这是一组令人惊叹的数据：据中国
林科院核算评估，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
资产总价值达 206 亿元；与建场初期相
比，塞罕坝及周边区域小气候有效改善，
每年涵养水源、净化水质 2.38亿立方米，

固定二氧化碳81.41万吨，释放氧气57.06
万吨……被喻为华北绿肺、天然氧吧。

木材生产曾经是塞罕坝林场的支柱
产业，一度占总收入的 90%以上。近年
来，林场大幅压缩木材采伐量，木材产业
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持续下降。对木材
收入的依赖减少，为资源的永续利用和
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山高坡陡、立地条件极差的硬骨

头地块上，目前已完成攻坚造林 7.5 万
亩。”塞罕坝机械林场千层板林场场长于
士涛介绍，这几年，他们把土壤贫瘠和岩
石裸露的石质阳坡作为绿化重点，大力实
施了攻坚造林工程，增肥扩绿成效明显。

森林面积不断增加，森林质量越来
越好。塞罕坝林场的林木如果按一米
的株距排列，可以绕地球赤道整整 12
圈，给这个蓝色星球系上 12 条漂亮的
“绿丝巾”。

从造林、护林到用林，塞罕坝的绿色
奇迹还远远没有结束。
“到 2030年，塞罕坝林地面积达 120

万亩，林木蓄积量达 1600 万立方米，森
林覆盖率达 86%……”记者手中拿到的
这份“远景规划”，描绘了一幅更为恢宏
壮阔的现代林场建设蓝图。塞罕坝人相
信，蓝图一定会成为现实！

塞罕坝：美丽高岭上的绿色奇迹
■本报记者 钱晓虎 武元晋 通讯员 曹 明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记者
刘羊旸）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 27日表
示，2018年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
展，油气体制改革有序推进，能源国际合作
富有成效，能源改革开放水平稳步提高。

2018年，新一轮电改试点实现全覆
盖，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加快实施并在
部分地区取得突破；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
点稳妥推进，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范围进一
步扩大。同时，中国与17个国家共同发布
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联合
宣言，形成了一系列务实性、创新性成果。

我国能源改革开放水平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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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国家
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1至 11月份，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8%，
增速比1至 10月份放缓1.8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经济效益处处长
何平介绍，1至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新增利润主要来源于石油开采、钢铁、建材
等行业。11月份当月工业利润同比下降，
主要是受工业生产销售增速放缓、工业品
出厂价格涨幅回落、成本费用上升等影响。

前11月工业利润同比增长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