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3 要 闻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６日 星期日版面编辑/张天南 程波

砥砺奋进六十载·塞上宁夏谱新篇

刘天章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宁夏，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
一。习主席一直关心宁夏贫困地区群
众的生产生活，多次到当地考察，了解
脱贫举措落实情况。

打赢脱贫攻坚战，人民军队勇于担
当。驻宁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把帮助
各族群众脱贫致富、发展经济和支援新
农村建设作为富国强军的重要使命，在
塞上江南谱写了一曲曲军民携手共圆
小康梦的时代壮歌。
“闽宁村现在是个干沙滩，将来会

是一个金沙滩。”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
副书记的习近平来到宁夏调研，提出让
生活在“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
西海固群众，搬迁到近水、近路、适宜生
存的地方。他亲自为村庄命名“闽宁
村”。经过 20多年的建设发展，昔日天
上无飞鸟、地面不长草、十里无人烟、风
吹沙粒跑的“干沙滩”，变成了绿树成
荫、良田万顷、经济繁荣、百姓富裕的
“金沙滩”，当地移民群众人均年收入由
搬迁之初的500元跃升到 11976元。

宁夏大力推广创新“闽宁模式”，实
施生态移民工程，仅“十一五”“十二五”

期间就统一规划建设了 203 个移民安
置区，累计搬迁移民 110多万人。在生
态移民的主战场，经常能看到人民子弟
兵挥汗如雨的身影。驻宁夏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坚持把支持生态建设、移民搬
迁作为军民共建援建的重要任务，每年
组织生态援建万人大会战，连续 19 年
援建红寺堡移民开发区，参加自治区
“百里绿色通道”“千里文明长廊”和“六
盘生态经济圈”等多项重点工程建设，
累计义务植树 6000多万棵。搬迁到红
寺堡区东塬村的老支书罗玉中激动地
说：“红寺堡的植树造林、找水打井和移
民搬迁，人民子弟兵功不可没，俺们一
辈子都记着。”

2008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
再次走进宁夏，来到“贫瘠甲天下”的固
原地区，指导当地脱贫攻坚工作。固原
地处宁夏南部山区，生态环境脆弱，产
业发展滞后。针对这一现状，驻宁夏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与固原贫困山区开展
“联村结对”共建活动，协调搞好技能培
训、发展特色产业和致富项目，推进水、
电、路、气、房和优美环境“六到农家”工

程，先后帮助 31个村甩掉穷帽子，培养
1300多名科技致富带头人。
“剖开一粒土，半粒在喊渴”。宁夏

中部干旱带年降水量仅 300毫米，蒸发
量却高达 2000毫米。某给水团在宁夏
西部“西海固”干旱地区实施“百井扶
贫”“百井富民”等工程，开掘成井 650
眼，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农田灌溉、生
产生活用水难题。
“上学难”曾是宁夏干旱地区群众

脱贫致富路上的“拦路虎”。武警宁夏
总队建立“1+1、2+1、3+1”结对帮扶模
式，即 1名正营职以上干部、两名副营或
连（排）职干部、基层中队“三互”小组，
分别与一名建档立卡户的贫困学生结
对，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全国还有 5000 万贫困人口，到

2020 年一定要实现全部脱贫目标。这
是我当前最关心的事情。”2016年 7月，
习主席第三次来到宁夏，最牵挂的还是
当地困难群众。

为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驻宁
夏各部队加大扶贫帮困力度，按照“定
点帮扶贫困村、结对帮扶乡村学校、辐

射帮扶困难群体”的思路，成立驻村工
作队，帮助支部建强堡垒、帮助农户做
大产业、帮助学生安心学业、帮助群众
移风易俗，让贫困群众在扶贫帮困、共
建文明中鼓足“钱袋”、换上新“脑袋”。

一份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宁夏
军区各级与驻地 35个贫困村近 3000个
建档立卡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研究推
出 56个精准扶贫项目，其中有 19个分
布在西海固地区；持续 3年在吴湾村重
点培养 11名“军字头”和 20名“民兵号”
脱贫养殖示范户，打造了部队参与脱贫
攻坚的样板……2018年，宁夏军区又会
同自治区出台扶贫帮困、优抚解困和涉
税创业服务 3个政策文件，围绕党建、产
业、教育、健康、安居和精神文明等 6个
项目，重点帮扶军烈属、退役军人和现
役军人军属。

军民携手，走好脱贫攻坚新的长征
路。截至 2017年底，宁夏全区的建档立
卡贫困村由 2013 年的 1100 个减少到
249 个，贫困人口从 2011 年的 101.5 万
人下降到 23.9 万 人，贫困发生率由
25.5%下降到 6.0%。

军民携手，“干沙滩”蝶变“金沙滩”
—宁夏驻军积极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纪实

■陶成科 王继亮 本报特约记者 路波波

“刘天章是我们高陵最早的共产党
员，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也是我们家乡
的骄傲。”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党史馆
解说员陈敏暑期经常带着学生们参观，
烈士刘天章的英雄事迹是她每次讲解
的高潮部分。

刘天章，字云汉，1893年 12月出生
于陕西省高陵县（现为西安市高陵区）
一个农民家庭。1918年夏考入北京大
学预科，两年后进入化学系学习。1919
年作为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参加了
五四运动。为此他曾遭警察逮捕，但不
久即获释。

1920 年 1 月，刘天章和杨钟健、李
子洲、魏野畴等人，将陕西旅京学生团
改名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创办了
《秦钟》月刊，向陕西人民传播新文化、
新思想。1920年春，参加李大钊组织的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冬加
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 7月，经李
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1年 10月，刘天章和杨钟健、李
子洲等人创办《共进》半月刊，并在《共
进》半月刊社的基础上，创立了陕西旅
京学生的进步团体——共进社。刘天
章被选为共进社的常务主席兼编辑股
主任。

1922年冬天，刘天章加入了由李大

钊参加领导的进步社团——少年中国
学会，并当选为第四届执行部副主任兼
会计。

1924 年 6 月，刘天章从北大毕业
后，协助李大钊在北京做党的地下工
作。同年秋，在李大钊支持下，刘天章
弃文从戎，到当时倾向革命的国民军第
二军胡景毅部所在地河南开封创办学
生军，并在学兵队里建立了党团组织，
任书记。1925年秋，刘天章任中共豫陕
区委委员兼军委委员，与书记王若飞一
起创建了开封地区的党团组织。

1927 年 2 月，刘天章受党派遣，赴
陕西任中共陕甘区委候补委员，负责宣
传工作，并兼任陕西《国民日报》社长。
刘天章主办的《国民日报》，作为革命高
潮时期陕西人民的喉舌，发挥了宣传革
命思想、促进革命运动的作用，深受各
界人士的欢迎，日销量达 2000余份，是
当时陕西地区销量最大的报纸。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利用《国
民日报》揭露和批判蒋介石的背信弃
义，同年 7月 8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扣
押。在狱中秘密组织监狱党支部，他担
任支部书记。1929年夏，在蒋、冯分裂
军阀混战的形势下获释出狱。出狱不
久，刘天章被派往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
工作，任省委委员，公开身份是《天津商
报》总编辑。

1930年春，刘天章在天津又不幸被
捕。在狱中，他备受折磨，但坚不吐实，
一直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秘
密，是年9月被释放。

1930年 10月，刘天章受中共北方局
派遣前往山西，参与领导恢复和重建遭

到破坏的山西党组织。他先后担任中
共太原特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组织
部长等职。经过他与省委其他同志的
艰苦努力，山西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
发展。同时，他还深入工农，开展工农
运动和兵运工作，组织工农武装，先后
在吕梁地区建立了两支红军游击队。
1931年 3月，在离石县九里湾正式成立
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1931年 7月
4日，刘天章参与组织驻平定县的国民
党高桂滋部2000余人的武装起义，成立
了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并协助地方党
组织建立了阜平县苏维埃政府。

1931 年 10 月 21 日，刘天章等因叛
徒出卖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软硬兼
施，酷刑拷打，妄图从刘天章等人身上获
取我党的重要机密。但刘天章始终坚贞
不屈，经受住了残酷折磨和摧残，保守了
党的机密，坚守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
节。不久，刘天章深知敌人对他们要最
后下毒手，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便脱下自
己身上的破毛衣请狱中的党员转交给党
组织，作为他最后交纳的党费。

1931 年 11 月 13 日下午，刘天章在
太原英勇就义，时年 38 岁。他的战友
赵九鹏曾赋诗撰文纪念他：“太原闹革
命，潜足亦潜行。义起平定县，血染阜
平城。赫光死奋勇，天章受酷刑。火链
盘腰烧，凛然贯长虹。洒遍烈士血，山
河换光明。光华开昌运，是慰在天灵。”

新中国成立后，山西党组织和人民
群众找到了刘天章烈士的遗骸，举行了
隆重的安葬仪式，并在太原双塔寺修建
了烈士墓，永志纪念。

（新华社记者李浩）

刘天章：火链盘腰烧，凛然贯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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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2日，空军

工程大学航空机务士

官学校迎来了前来训

练的240名来自河南

省罗山县的预定新

兵。作为役前训练的

第一课，93岁的志愿

军战斗英雄张计发

（右）向预定新兵讲述

上甘岭战役的红色故

事，进一步强化大家

保家卫国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

孙明江摄

新华社南昌 8月 25日电 （贾启

龙、刘宗炎）8月 24日，江西省赣州市章
贡区环卫工人李师傅家人经多方努力，
终于找到了救助李师傅生命的恩人——
15名准备参军入伍的应征青年。

21 日 5 时 20 分，王文煌等 15 名应
征青年在黄金岭街道办事处集合，等待
乘车前往区人武部复检。突然，一声刺
耳的刹车声和车辆猛烈的撞击声传了
过来。

听到有人喊救命，王文煌立刻从凳
子上站起来，朝其他 14名应征青年大喊
一声“跟我来”，快速赶向车祸现场。

晨曦中，环卫工人李师傅倒在血泊
中，肇事车辆却没了踪影。“叔叔，你怎么

样了？”王文煌一边用手试探李师傅的呼
吸情况，一边焦急地询问。
“还有呼吸！大家不要乱，快把手

机的手电筒打开！王子鸣负责 110、120
报警！肖一鸣带领 6名同志到 50 米外
设路障，防止二次车祸！刘健负责引导
救援车辆，其他人保护车祸现场……”
王文煌快速利落地向身边同伴下达一
道道“命令”。

报警求助、设置路障、科学救治……
一场紧急救援迅疾展开。看到李师傅嘴
角流了许多血，王文煌将他扶正平卧于
地，确保呼吸畅通。同时，用手垫在李师
傅的头下，与伙伴们围成一个椭圆形的
“安全圈”，将李师傅安全地守护在中间。

不到 10分钟，交警及 120急救车赶
到现场。王文煌和同伴们帮助医生小心
翼翼地将受伤的李师傅抬上救护车。之
后，向交警详尽介绍了现场目击情况。
“感谢你们保护了完整的车祸现场，

这为我们追查肇事者提供了线索。”交警
充分肯定应征青年集体救援并保护现场
的做法。路过的一名老人听说这些小伙
子今年准备参军入伍，竖起大拇指夸奖：
“真是一群好青年！”

“这 15名应征青年都已通过初检，
虽未踏入军营大门，但已具备了军人的
一些素质。下一步，我们要广泛宣传他
们的事迹，激励更多的适龄青年参军入
伍。”章贡区人武部政委蒋亚平说。

15名应征青年车祸现场紧急救治伤员受赞誉江西

赣州

初秋时节，贵州省都匀

市墨冲镇周围的水稻田开始

变黄，兰（州）海（口）高速公

路穿行其间，与公路沿线的

美丽乡村相互映衬，美若画

卷。图为8月25日在墨冲镇

境内拍摄的兰海高速公路景

观（无人机航拍）。

新华社发（杨文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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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8月25日电 （记
者丁梓懿）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
队 25日组织了进驻香港以来第二十
一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轮换行动于
当日顺利完成。今年服役期满的驻军
士兵已于近日退出现役，离开香港返
回内地原籍。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闻发言人韩
铀 25日就香港驻军建制单位轮换及
退役士兵离港发布相关消息。

韩铀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关于“香港驻
军实行人员轮换制度”的规定和中央
军委的命令，驻军于 25日组织了进驻
香港以来第二十一次建制单位轮换行
动。轮换行动已于当日顺利完成，部
队轮换后，驻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部队员额和装备数量保持不变。

韩铀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
役法》有关规定，今年服役期满的驻军
士兵已于近日退出现役，离开香港返
回内地原籍。

驻香港部队完成第21次建制单位轮换

据新华社上海8月25日电 （记者
郭敬丹）“欢迎来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您是我们今年第100万名参观者。”25
日早上9点30分左右，来自河南郑州的
刘凯一走进纪念馆，就收到这个特殊数
字带来的惊喜。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
馆长徐明告诉刘凯，这是纪念馆建馆66
年来，年度参观量首次突破百万人次。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创建于1952
年，历史上曾出现多次参观高潮，党的
十九大召开以来，中共一大会址参观

人数更是屡创新高。今年6月，纪念馆
单日参观人数突破 1万人次。今年不
到 8个月，纪念馆就迎来今年第 100万
名观众，其中团队超6300批次，整体接
待量比往年增长1.5倍。

今年“七一”前后，在一大会址开
展宣誓教育的各级党组织超过 2000
批次，纪念馆及时完善配套设施，规范
宣誓礼仪，优化宣誓流程，并配备红色
“司仪”，使宣誓既有“尺度”又有“温
度”，充满庄严的仪式感。

中共一大会址年参观量突破百万人次

据新华社重庆8月25日电 （记
者何宗渝、张千千）2018 中国国际智
能产业博览会 25日在重庆闭幕。智
博会期间，500 多家企业展示了各自
的前沿技术和智慧产品，400 多位嘉
宾就智能产业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501 个、投资 6120 亿元的智能产业项
目签约。

据悉，仅重庆两江新区在智博
会上就签约 60 多个项目，协议投资

额超过 1000 亿元，其中接近一半为
智能制造项目，如北京车和家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拟投资 110 亿元建设
40 万辆产能的智能汽车制造基地，
量产后年产值将超过 400 亿元；长安
汽车将投资 102 亿元建设新能源产
业园，预计年产值超过 400 亿元；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将投资约 200 亿元
建设全球低轨卫星移动通信与空间
互联网系统。

智博会签约投资智能产业项目6120亿

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刘
羊旸、赵健）在 25日举行的“2018年能
源大转型高层论坛”上，权威部门发布
的《中国地热能发展报告》称，近年来，
我国地热能勘探、开发及利用技术持
续创新，地热能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地
热能产业体系初步形成。

报告指出，我国地热能产业体系
已显现雏形，浅层地热能利用快速发
展，水热型地热能利用持续增长，干热
岩型地热能资源勘查开发开始起步。

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地源热泵
装机容量达 2 万兆瓦，位居世界第
一，年利用浅层地热能折合 1900 万
吨标准煤，实现供暖（制冷）建筑面
积超过 5 亿平方米，主要分布在北
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湖北、江
苏、上海等省市的城区。我国地热
能直接利用以供暖为主，其次为康
养、种养殖等。近 10年来，我国水热
型地热能直接利用以年均 10％的速
度增长。

我 国 地 热 能 产 业 体 系 初 步 形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