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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南疆，沐浴暖阳。日
前，经济日报记者来到新疆和
田地区洛浦县拜什托格拉克
乡，走进伊斯勒克墩村，只见村
路笔直、院落整洁；支青红枣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村民正将红枣
称重装袋，准备发往内地。

“伊斯勒克墩村是和田地
区最早种植红枣的村庄，村民
靠红枣实现了致富。2018年6
月成立了合作社，大家抱团发
展，秋收后通过合作社卖出
500 吨红枣，主要是灰枣。”合
作社理事长李德振告诉记者。

从“灼热的沙丘”到茂密的
枣园，从戈壁荒滩到生态绿洲，
拜什托格拉克乡走过了一条不
平凡的发展之路。“变化简直太
大了，就像做了一场梦。”伊斯勒
克墩村农民史鹤山回忆，“当年
每家分到3根木头搭建半地下
的地窝子，为容易识别，每家都
在地窝子上插上骆驼刺或红柳。
否则行人不注意踩到屋顶，屋子
里就会下沙子。”

“伊斯勒克墩”系维吾尔
语，意思是“灼热的沙丘”。上
世纪60年代，一批江苏青年跋
山涉水向西行，在拜什托格拉
克乡驻扎垦荒，支援边疆建
设。史鹤山和父母被安排在伊
斯勒克墩村。支边青年与当地
群众肩挑手拉，硬是将一片沙
地开垦成耕地。

最初，当地主要种植玉米、
小麦等粮食作物，以解决吃饭
问题。史鹤山说，那时粮食定
量供应，主要靠苞谷面充饥。
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温饱已
经不成问题，但没有余钱。后
来，村民开始种植洋葱等蔬菜作物，尝试转型。

改革开放后，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伊斯勒克墩
村农民的思路更加开阔了。在当地政府引导下，村民开
始试种枣树苗。“大家种过粮食、蔬菜，起初不相信种树也
能挣钱。”史鹤山说，“当时没太重视红枣，也不懂管理，就
按种粮的方法种树。”

然而一算账，村民发现洋葱每公斤卖0.4元，红枣则
至少能卖到2元，效益高得多。“当时后悔没搞好红枣，便
下决心学好种植技术。”时任村委会主任的史鹤山与村党
支部书记商议，在全村推广红枣种植，带领大家致富。

疏枝、摘心、抹芽……伊斯勒克墩村农民种植红枣的
热情高涨起来，逐渐掌握了先进的种植技术。到上世纪
90年代初，几乎每家都是万元户。后来，红枣推广到拜
什托格拉克乡、洛浦县其他乡村，乃至整个和田地区。

“刚结婚的时候，我们一家住的是土坯房，现在住上
了富民安居房，还买了小轿车。”拜什托格拉克乡农民阿
曼古丽·胡布丁是红枣推广的受益者，她笑着说，“以前日
子过得平平淡淡，自从种上了红枣，生活就像红枣的颜色
——红红火火。”

如今，红枣不仅是致富果，还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载
体。从2014年起，伊斯勒克墩村100多名种植能手，与
全乡 13 个村的维吾尔族村民结成民族团结致富对子。
村党支部书记李开会告诉记者，在每一个种植环节，种植
能手都会对受助户进行帮扶。据粗略统计，这几年受助
户平均增收超过40%。

“民族团结一家亲，我的少数民族朋友多着呢，走动
特别频繁。”史鹤山说，“每次赶巴扎，都有打不完的招呼，
到哪都迈不开腿。”艾海提、尼牙孜、艾则孜……说起自己
无话不说的老朋友，他掰着指头都数不完。

据了解，下一步，拜什托格拉克乡将针对全乡3万亩
红枣树，开展提质增效工程，同时发展乡村旅游业，让林
果种植向林果生态旅游延伸。从“面袋子”到“菜篮子”，
再到现在的“果盘子”，拜什托格拉克乡的探索和变化，折
射出改革开放以来，新疆乃至全国农业生产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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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文
明铺镇丝塘冲村一座青松环抱
的山上，张琦烈士墓和纪念碑格
外引人注目，每到清明时节，总
有不少人前来参观，一代英烈张
琦的事迹广被知晓和传颂。

张琦，1910年出生于永州
市祁阳县文明铺。1927 年秋
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
团连部文书，后任特务长、排长。张琦是黄埔军校第八期
学生，曾入南京中央军校十三期受训，毕业后升任连长。
全国抗战爆发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战。

1941 年，税警总团改编为新编第 38 师。1942 年 4
月，新编第38师编入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张琦任第
38师113团副团长。1942年4月15日夜，驻缅英军被日
军围困在仁安羌北面一带，请求中国远征军派兵驰援。
张琦所在的113团领受了此项任务，在到达仁安羌后，与
日军展开激战，击溃日军拼墙河北岸防线。1942年4月
19日，张琦率部向日军山地工事发起进攻，并亲自到阵
地察看地形和进攻路线，结果暴露在日军暗堡火力下，不
幸背部中弹牺牲。张琦牺牲后，全团官兵同仇敌忾，攻击
日军炮兵阵地，被围英军也由另一面攻击，合作攻下阵
地，当天便取得战斗胜利，包括驻缅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
在内的 7000 多名英军得以向北越过拼墙河，美国传教
士和各国新闻记者及妇女500多人一并获救。

英烈已逝，浩气长存。1990年，张琦被民政部批准为
烈士。

文/新华社记者 柳王敏 （据新华社长沙1月9日电）

张琦：远征军抗日英烈

英雄照亮时代。刚刚过去的2018年，“时代楷模”榜单再
添星辉。钟扬，航天员群体，王逸平，卓嘎、央宗姐妹……这些
可敬可爱的人们，用豪迈壮举标注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地。

“时代楷模”诠释时代精神

这是一群把生命最绚丽的岁月投入科研事业的人
们——

“时代楷模”钟扬生前系复旦大学教授、博导。他长
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率领团队跋涉青藏高
原采集了数千万颗植物种子；他艰苦援藏16年，填补了
西藏高等教育史一系列空白；他从教30年，潜心培养了
一批少数民族科研骨干。2017年9月，钟扬遭遇车祸不
幸逝世，年仅53岁。

这是一群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的人们——
2018年8月，台风过境辽宁省大连市，受其影响，停

靠在中船重工第七六○研究所的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出
现重大险情。第七六○研究所党委委员、副所长黄群等同

志，在台风巨浪面前英勇无惧，对试验平台进行加固作业。
作业过程中，黄群、宋月才、姜开斌被巨浪卷入海中，

英勇牺牲。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褒扬他们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恪尽职守、不怕牺牲的
优秀品格，用宝贵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
人民牺牲一切”的初心和誓言，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
表、时代楷模。

“时代楷模”中，更多的人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无
私奉献——

河南省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校长张玉滚，扎根深
山10多年，一心扑在乡村教育事业上；国家电网天津滨海
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配电抢修一班班长张黎明30多年奉
献在一线……

一滴水，折射太阳之光。“时代楷模”的感人事迹，展
示的是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所付出的努力、所取得的
成就，深刻诠释了时代精神。

创新方式形成传播合力

楷模的故事要广泛传播，榜样的精神要大力弘扬。
2018年7月，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王

继才，倒在了坚守32年的岗位上。当年26岁的王继才
接受守岛任务，从此与妻子以海岛为家，用坚守和付出书
写人生华章。

习近平总书记对王继才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
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18
年9月，由中宣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江苏省委共同举
办的学习宣传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座谈会在京召开。

这是 2018 年“时代楷模”宣传发布工作的一大亮
点。过去一年，从举办先进事迹报告会到推动全媒体传
播，“时代楷模”宣传发布工作探索形成了全媒体、多形
态、周期化和多方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成为全国重大先
进典型学习宣传的响亮品牌。

传播范围更加广泛。“‘时代楷模’发布厅”节目不仅

调整了内容编排和舞美设计，还调整了电视播出时间，使
收视率节节攀升。节目开通了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并上
传至腾讯视频、优酷等网站，实现全媒体传播。

传播形态更加丰富。为了进一步提升“时代楷模”宣
传发布的影响力，中宣部通过制作推出平面、音频、视频
公益广告和H5等融媒体作品，让“时代楷模”的故事在
新闻媒体、户外媒介、交通工具上广为传播。

多方合作走向成熟。从2018年6月开始，中宣部组
织撰写“时代楷模”理论文章，深入挖掘“时代楷模”的先
进事迹、精神内涵；会同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开展“时代
楷模”报告文学创作征集活动……

沿着榜样足迹砥砺前行

“时代楷模”的先进事迹，一次次在社会引发热烈
反响。

“吕建江走了，但是他的精神永存。”“时代楷模”吕建
江生前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安建桥综合警
务服务站主任，因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去世。

“英雄血未冷，我辈誓前行，人民安康乐，有我隐埋
名！”这是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枪爆支队民警梁新宇在
学习了“时代楷模”、勇斗歹徒英勇牺牲的重庆交巡警杨
雪峰的事迹后，写下的励志诗。

2018年9月，中宣部授予中船重工第七六○研究所
抗灾抢险英雄群体“时代楷模”称号。“中国脊梁”“气壮山
河”“新时代的英雄楷模”……网友们纷纷赞颂英雄群体，
致以崇高敬意。

礼敬有德者。对楷模的尊重礼遇，不仅带动全社会
崇德向善，也让“最可爱的人”深感温暖。中宣部将在
2019年春节期间部署对“时代楷模”或家属的走访慰问
工作，对生活上存在困难的给予帮助支持。

让“时代楷模”成为鲜亮的时代符号，成为引领风尚
的时代标杆，“时代楷模”宣传发布工作唱响新时代的英
雄赞歌。

文/新华社记者 黄小希 王 鹏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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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新时代的英雄赞歌
——2018年“时代楷模”宣传发布工作综述

“天鲲号”在海上航行
（2019 年 1 月 8 日无人机
拍摄）。1 月 9 日 12 时 30
分，经过近3个月的挖泥、
挖岩试验，由中交天津航
道局投资建造的亚洲最大
重型自航绞吸船“天鲲号”
顺利返航回到船厂，标志
着“天鲲号”完成全部测
试，正式具备投产能力。

“天鲲号”全船长 140 米，
宽 27.8 米 ，最 大 挖 深 35
米，总装机功率 25843 千
瓦，设计每小时挖泥6000
立方米，绞刀额定功率
6600千瓦。

（新华社发）

“天鲲号”

完成测试

据新华社广州1月9日电 （记者魏蒙） 不久
前，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蒋子龙改革先锋称号，并颁
发改革先锋奖章。面对殊荣，这位知名作家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改革文学’原本是个约定俗成的概
念，如今登堂入室，显然已经被时间和现实接受并承
认。这对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是一种鼓励。”

当过兵，当过工人的他，在40年前，就以《乔厂长
上任记》揭示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种种矛盾，剖析了不同
人物的复杂的灵魂，塑造了一位敢于向不正之风挑战、
勇于承担重任，具有开拓精神的改革者的形象，表达了
当时人民渴望变革的迫切要求。

2018年12月，蒋子龙被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颁
奖典礼授予“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贡献奖”。社会评

论认为，特殊的经历使其作品总有高度精练的特点，特
别是其作品中多层次的艺术结构，迄今仍能让读者在
欣赏中体会其主题并产生共鸣，而这能催动读者精神
上的觉醒。

现在，一到冬天就来广东珠海的他，仍笔耕不辍。“虽
已锐气渐钝，效率减慢，但最大的快乐以及精神上的磨
砺，仍然来自写作。长篇时断时续，尚未进入佳境，对现实
的感悟急切而零碎，要经常写一些短文。诸如《故事与事
故》已经陆续在《人民文学》《天津文学》上面世。”他说。

“现实生活永远大于文学艺术，但不能大得使创作
者知难而退，或躲在远处仰视、漠视，乃至鄙视。任何
一个时期的文坛，现实题材的创作都不可缺席。”他以
此寄语文坛。

以大比分夺得空军首届对抗空战比武“金头
盔”、空军目前唯一一名三次夺得“金头盔”的飞行
员……这是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部队长蒋佳冀
头上炫目的光环。被表彰为“改革先锋”后，这位

“80 后”部队长说：“这个荣誉不仅是我个人的，更是
对我们团队在军事训练改革中做出贡献的充分肯
定。”

“三夺‘金头盔’，证明了我是一名好飞行员，但怎
么证明我带的团队是好团队？”走上飞行指挥员岗位
后，蒋佳冀率团队巡边境、越大漠、飞远海、上高原，跋
涉在聚焦实战、改革创新的强军之路上。

2016 年初春，他率队从西南腹地飞跨数千里，
到海拔 3700 余米的高原某机场展开空中警巡，为
已创造空军高原飞行史上多项“第一”的团队再添
新绩。紧接着，他带领团队展开自由空战、实弹打
靶、常态化夜航等高难课目训练和战法研究……

数月后，多兵种陆空联合演练在雪域打响，他率队
驾战机穿越云雾，成功对“敌”重要目标实施精确
打击。

2017 年 4 月，部队编制体制调整，蒋佳冀任航空
兵某部部队长。蒋佳冀和党委一班人带领部队换羽
重塑，组建一个月即完成跨区机动、下半夜飞行等
训练任务。

“也许我生来就是要打硬仗的！”蒋佳冀说。
2018年，他所在部队列装国产新型战机，同步推行新
一代军事训练法规。面对两大挑战，他感到沉甸甸
的责任。

“感谢这个伟大的新时代，让我们这一代飞行员能
踏着改革强军的节拍，发挥自主创造力，为战而研、为
战而练、为战而飞！”蒋佳冀说。

文/新华社记者 胡晓宇 李飞龙
（据新华社电）

蒋子龙：现实题材创作不可缺席

蒋佳冀：乘着改革强军东风奋飞

新华社电 （记者柯高阳） 重庆
市首场“改革先锋进校园”主题宣讲活
动1月7日下午在重庆大学举行，“改
革先锋”马善祥以“时代催人奋进，个
人跟上时代”为主题，向400多名师生
讲述了自己亲历的改革故事和群众工
作心得。

马善祥长期在重庆市江北区观音
桥街道从事基层调解和群众工作，一
干就是 30 年。他走遍了观音桥街道
的大街小巷，记下160多本、500多万
字的工作笔记，为群众解决了 2000
多个困难和问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

“老马”。他的“老马工作法”在全国范
围内得到宣传推广。

考虑到“老马”已经63岁，报告会
现场准备了椅子供他坐着讲。但马善
祥主动提出撤掉桌椅站着讲，“这样离
同学们更近一点”。

“我1988年从部队转业，就立下了
把终身献给党的群众工作事业的理想
信念，30年来从没有动摇过。”报告会
上，马善祥结合自己做群众工作的经
历，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社会的实践、个人的奋斗三个角
度分享自己在改革开放历程中所见所
闻所感所悟。他还为大家讲解了基层
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讲解了如何活
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充满了积极乐观的
人生态度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报告会结束后，马善祥应邀走进学生宿舍，与同学们
围坐谈心。他提醒同学们要多阅读马克思主义系列经典著
作，明白自己所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
的前途命运，才能有源源不竭的动力，一步步实现目标。

“马老师几十年如一日的精神，让我深受鼓舞和启
发，在平凡的岗位上也可以把工作做到极致。”重庆大学
计算机学院本科四年级学生张楙兰说。得知张楙兰即将
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赴乡村支教，马善祥鼓励她在基层
服务中静下心来锤炼自己，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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