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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苏区有责任，禾口淮土比参军；禾口
扩红一千个，淮土一千多两人。”传唱至今的扩
红歌谣《禾口淮土比扩红》，展现的是宁化儿女
争先恐后加入红军队伍的革命情怀。

6 月 12 日，驱车 30 公里，记者来到了歌
谣中的宁化县淮土镇。1934 年 10 月份，红
3 军团第 4 师等中央主力红军在凤凰山（今
称“凤山村”）集结，从这里踏上了万里长征
征途。

凤山村村委会主任王兴华带着记者来到
一条古街，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中央主力红军
长征的集中出发地，当年红军战士就宿营在这
条街两旁的民宅内，那时候几乎家家都住着红
军，我们叫它‘红军街’。”举目望去，高高的门楼
上镌刻着“红军万岁”4个大字，诉说着当年百
姓与红军的鱼水情。走进这条幽静的小街，仿
佛踏进了那个火热的战争年代。

提起红军，90岁高龄的李阿婆眼睛就湿润
了。她拉着记者的手激动地说：“我的父亲是被
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见到当兵的我就害怕。
但是毛主席来了，我们就都不怕了。以前日子
苦，只能喝米汤，红军来了以后就有饭吃了，大
家特别高兴。”

如今的凤山，处处留存着当年红军驻营扎
寨的见证。

红军街的尽头有一棵树龄逾百年的香樟。
王兴华告诉记者，朱德曾在树下宣讲红军的各
项纪律和政策，鼓舞了一大批宁化儿女投身革
命。不远处，红四军看病所的外墙上，“贫农看
病不要钱”的标语依稀可辨。

在红4师师部遗址“松竹居”附近，有一口
老井。凤山村党支部书记王兴楷感慨地说：“当

年这是村里唯一的饮用水井，井面坑洼不平，百
姓打水很不安全。红军进驻后，把井挖深，井面
铺平，军民共饮一井水。”时至今日，清冽甘甜的
井水依然滋润着每一个村民的心田，百姓们亲
切地叫它“红军井”。

“因为红军替百姓着想，百姓都说红军好，
宁化的扩红支前运动才搞得有声有色。”宁化县
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办公室主任刘建军说。

在红军街，来自淮土镇桥头村的黄永昌向
记者解释了父亲黄承衍加入红军的初衷：

“1930 年，红军到了宁化，我们家分了 22 石谷
田，我父亲认定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希望，于是加
入了游击队。后来父亲被编入红 9 军团通讯
营，为即将赶往于都过河的队伍送信。当时，由
于部队马上就要开拔（实际为开始长征），父亲
送到信后便跟着警卫营一同行进。”正是这次执
行任务，才使黄承衍活了下来。在湘江战役中，
为掩护主力红军和先头部队顺利渡江，黄承衍
所在的红9军团担负断后任务，同国民党军进
行了殊死搏斗。

据记载，红军时期，总人口仅13万人的宁
化县，有超过 1.37 万人参加红军，跟随中央红
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宁化籍红军战士有6600人，
他们中绝大部分被编入红3军团第4师和红5
军团第34师，担任长征中最艰巨的前卫和后卫
任务。闽西将士血洒湘江，换取了主力队伍的
成功西进，最终克服艰难险阻到达陕北的，只有
58人。而到全国解放，健在的宁化籍红军将士
只剩下28人。

黄承衍就是 28 位幸存者之一。晚年时，
他曾回忆道：“长征是对人意志、毅力和体力的
极限考验，有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经历，以后

的战争时期都不觉得艰苦。”回顾黄承衍九死
一生的戎马生涯，就不难理解这句话了。他曾
在遵义会议期间担任保卫工作，子弹打光的情
况下，一个人对付 5 个敌人；部队全部过完雪
山之后，总部通信连总结，他所带的通信班竟
然 3 次翻越夹金山；在渺无人烟的川西北草
地，干粮吃完了，树皮草根吃完了，他靠着沿途
捡拾马粪中没有完全消化的黑豆活了下来，硬
是跟上了部队。

“我从小听父亲讲长征故事长大，后来自
己也当了兵。作为红军后代，我一直想去父亲
战斗过的地方看一看。”2017 年 8 月份，黄永
昌沿着父亲当年的路线，踏上了重走长征路的
旅程。“我从宁化出发，在于都渡河，经过湘江
战役遗址、遵义会议旧址、四渡赤水，翻越夹金
山、腊子口，过草地，到懋功，最后到达陕北。”
在广西兴安，黄永昌特意前往湘江战役纪念
馆，用从家乡带来的米酒祭拜了牺牲的英灵。

谈及重走长征路的感受，黄永昌说：“一路
走来，看到沿途村庄都建设得很漂亮，道路平整
宽阔，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感慨这
一切都是因为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在黄承衍的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群众
都说红军好，但究竟怎样好呢，我不清楚。后来
听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一切为穷人谋利益，打
倒压迫者，从此我对共产党和红军就有了些新
认识”。

为百姓谋利益，为群众做实事——这是黄
承衍的初心，也是千万个宁化儿女踏上长征路
的初心。回顾那段军民情深的感人历史，缅怀
那些壮烈牺牲的无名英雄，就是为了不忘来时
路，更好地传承长征精神。

吃水不忘挖井人 九死一生跟党走
——来自福建宁化县的报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康琼艳

6月中旬，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乡土植物博物馆里，马莲、景天、野百合、砾苔
草、长青石竹等过去不知名的野花野草，在这里
争奇斗艳。

距此不远的大青山脚下，呼和塔拉草原花
红草绿，一对对新人纷纷来拍婚纱照。蒙草生
态集团董事长王召明说，“这里原来是取土场，
沙石裸露，垃圾遍布。2012年起，我们利用乡土
植物博物馆的种质资源进行修复，把这里变成
了离城区最近的自然草原旅游区”。

蒙草生态集团的行动成为内蒙古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内蒙古横跨东
北、华北、西北共2400多公里的北疆沿线，正竖
起一道绿色屏障。

生态建设产业化

从东到西，内蒙古分布着草原、森林、沼泽、
河湖、戈壁，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
生态功能区。同时，内蒙古至今还有5大沙漠、5
大沙地，是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最集中的省份之
一。

内蒙古在林区保绿、草原增绿、沙漠见绿的
同时，先后发展了林产业、草产业和沙产业。
2012年，内蒙古率先在阿尔山地区停止商业性
采伐。2015 年 4 月份起，全面停止东部 102 个
国有林场的木材商业性采伐。从那时起，内蒙

古近10万林业工人由砍树人转为护林人，带动
经济林、林下经济、森林食品加工、森林旅游等
林产业破题。多年来，蒙草集团收录各地乡土
植物种质资源2万多种、保存入库2000多份。

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从1998年开始，先
后投资3亿多元在库布其沙漠中建设了30万亩
沙柳基地，投资4亿元建成了年产10万立方米
的沙柳刨花板厂，包销村民们平茬后的沙柳，带
动周边10多个旗区种植沙柳300多万亩。沙产
业带来“产城融合”，东达蒙古王集团开始在风
干圪梁梁上扩镇，规划核心区面积53平方公里，
先后投入60多亿元，打造出生态种植和生态养
殖两大产业链。以“公司+农户”的模式养獭兔，
形成了每年可出栏獭兔 500 多万只，貂、貉子、
狐狸4万只的养殖规模，并配套了屠宰厂、肉食
品加工厂和皮草加工厂。

“我认为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是在从事
一项伟大的事业——将林、草、沙三业结合起
来，开创了我国西北沙区21世纪的大农业。”钱
学森曾写信肯定内蒙古的实践，达到了沙漠增
绿、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良性循环。

产业发展生态化

在内蒙古达拉特的“光伏发电领跑基地”，
正在打造低排放、高产出的业态样板。近期并
网发电的50万千瓦一期项目，地处库布其沙漠
腹地，既节省了用地指标，还节省了用煤指标。
相比同等规模的火电，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80万吨。

“领跑基地规划光伏发电总规模 200 万千
瓦，三期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 40 亿千瓦
时，还可有效治理沙漠20万亩。”达拉特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主任白文科介绍，这是国家确定的
内蒙古唯一一座光伏发电应用领跑示范基地，
正在推出光伏棚上发电、棚下种养、棚间旅游的
三产融合模式。

为推动绿色发展，内蒙古还秉持“工业生
态”理念，着力培养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
业，并推动企业生产线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
园区与园区之间良性循环。

为推进传统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乌海打
造了“焦炭—焦油—沥青”“焦炭—煤气—天然
气”等多条产业链，沥青广泛用于路桥建设，而
天然气又是陕汽乌海新能源卡车的动力燃气用
料。如今，全市不仅优良空气天数大幅增加，产
业发展也迎来新机遇。

近年来，内蒙古大力发展风能、光能等清
洁能源，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现代能
源经济核心区”鄂尔多斯市从 2006 年开始，就
开工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煤制乙二
醇等示范项目建设。目前，全市已形成煤化工
产能1428万吨。投产、在建和获得核准的煤制
油产能 500 多万吨，煤制天然气产能 240 亿立
方米，煤制甲醇产能 900 多万吨。2018 年，内
蒙古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规模以上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7%。

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推动内
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实现了“整体遏制、局部好
转”的重大转变，森林覆盖率和草原植被盖度

“双提高”，荒漠化和沙漠化面积“双减少”。其
中，森林面积由自治区成立初期的1.37亿亩增
加到如今的3.92亿亩、覆盖率达到22.1%，草原
总 面 积 达 到 13.2 亿 亩 、草 原 植 被 盖 度 达 到
44%。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中描绘的“风
吹绿草遍地花”情景，如今已随处可见。

风 吹 绿 草 遍 地 花
——内蒙古自治区以“生态优先”引领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陈 力

新华社电 （记 者 王 民 张 洪
河） 盛夏时节，漫步在河北沧州市大
运河生态修复展示区，视野开阔，满目
绿色，草皮的清香和河水的清凉扑面而
来，一棵棵原生态树木点缀其间，令人
心旷神怡。

253公里、8个县市区、占京杭大运
河总长八分之一，河北沧州市是京杭大
运河流经最长的城市。沧州因运河而
兴盛、以运河为中轴，整个市区在中轴
线两侧铺展开来。

生态修复展示区段的大运河形成
一处独特的“Ω”形大弯，在一年多以前
还不是这般美貌。历史上由于长期缺
水少水，河道里杂草丛生，坟冢座座，苗
圃、鸡窝等私搭乱建非常扎眼，令本应
壮丽的“Ω”形大弯黯然失色。

年近七旬的市民陈立新是大运河畔
的老家旧户。他说：“过去，河堤路较窄，
周边分布着居民区、菜地、饭店、集市，环
境脏乱差，到河边遛弯这样的事，还需要
勇气。”

一年前，沧州市在大运河“Ω”形大
弯3.61公里河段实施环境卫生清理整
治与生态修复工程，位于河道内的5个
村庄以及近岸具备条件的村庄、机关单
位和附属设施分批次全部征拆，腾退的
土地全部用于生态修复。

沧州市大运河文化发展带建设办公
室党组书记张建亭介绍说，生态修复展
示区按照“以人为本、即拆即绿、经济合
理、简洁精致、安全管理”原则，通过河道
清淤、堤岸加固、垃圾清理、拆迁拆违、生
态修复等工程，清理整顿原有河滩荒地、
废弃建筑。

据介绍，总面积1200亩的大运河生
态修复展示区完整保留了原有地形地貌
和3000棵树木，利用河道清淤产生的土
方打造微地形，选择优质耐碾压品种大
面积铺设草皮，特意供人们踩踏。

同时，适当进行“城市家具”点缀，
沿路布设景观照明灯、垃圾桶、导视牌、
售卖亭、移动式厕所、管理用房等设施，
满足周边居民日常休闲游憩的需求。
此外，还可用于展览展示及举办大型活
动，也可用作城市避险场地，实现多种
城市功能。

自去年10月大运河生态修复展示
区建成开放以来，每天都有老人在步道

上遛弯，有孩子在草地上嬉戏，有年轻
人慢跑，时不时还有新人拍婚纱照，这
里成为群众亲近自然、感受运河的“人
气场所”。站在横跨运河的九河路大桥
上眺望，一片依托运河的开阔绿地呈现
在城市“中轴线”上。

“天蓝、草绿、水净，大运河又焕发出
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这让我这个老沧州
打心眼儿里高兴啊！”年近七旬的市民刘
洪磊兴奋地说。可是，住在“Ω”形大弯附
近、只一河之隔的新华区部分市民反映，
到这里遛弯需要绕道很远，能否在运河
上修建一座小桥？建设部门充分听取市
民意见，在不影响运河输水、行洪的前提
下，很快修建好一座临时浮桥，方便新华
区的市民进出。

“把运河还与人民”“倾听群众呼
声”，这是近年来沧州市统筹推进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一直秉持的理念。在沧州市
城市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
要编制过程中，广泛收集各界人士意见
建议。其中，一名省政协委员主动找上
门，要求把一段废弃旧铁路规划为旅游
专线，规划编制部门对此高度重视。

此外，沧州市还就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专门举办多次政府部门与各界群众

“社情民意对接会”，收集社情民意200
多条，原汁原味反映各界的意见建议乃
至担心和顾虑。

有社科专家提议，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要拓宽维度，将其他文化符号“一带”
相连，避免搞成“河沿儿”工程；有文化
界人士认为，大运河生态修复展示区生
态有余、文化不足，此地原有的文物古
迹及内涵没有全部发掘出来，文化承载
力和传承教育功能没有充分体现……
这些意见都被有关部门充分吸纳。

沧州大运河生态修复展示区位于
中心城区，三面环水，地势平坦，交通便
利，可谓寸土寸金，被许多企业和房地
产开发商看中。但是，沧州市坚决贯彻

“把运河还与人民”理念，沿河划定生态
保护绿线。

张建亭说，沧州不为一时利益破坏滨
河生态空间，在“黄金宝地”上坚持建设生
态绿地，拟将主城区大运河两岸12平方
公里范围全部划入城市绿线，强化生态管
控，这一保护面积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六
分之一多。

河北沧州：

让群众享受运河之美

新华社电 （记者康锦谦） 2018年，全
国公共机构人均综合能耗相比2015年下降
7.87％，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用水量分别
下降6.13％和9.11％。

这是记者 17 日从在四川成都举行的
2019年节能宣传周全国公共机构节约能源
资源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的，该活动
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
同举办。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王永红表
示，做好节能宣传工作对调动公共机构推进
绿色发展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营造
全社会崇尚节俭、厉行节约的良好氛围，形成
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

据了解，今年的全国公共机构节能宣传
周活动将包括举办公共机构参与绿色高效制
冷行动研讨活动、组织开展高校“毕业季”可
回收垃圾兑换活动、举办公共机构生态文明
宣讲活动等。

全 国 公 共 机 构 人 均
综合能耗三年下降逾7％

本报四川长宁6月19日电 记者钟华林 刘畅报
道：6 月 19 日是四川长宁 6.0 级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
一大早，记者在震中双河镇看到，这里的多家店铺已开门
营业，街上人来人往，大街正恢复往日的整洁，安置点里
的人们都在为接下来的生活做打算。

银行营业网点的自备发电机轰轰作响，餐饮店主扶
起了歪倒的桌椅，日杂店摆好了散落的物品，水果摊摆满
了西瓜、李子等果品。

在双河镇富民街94号，记者看到摆在街面上的食品
摊前有人在买东西。“早上8点多，我就把食品、日用品都
挪到门口这个临时摊位。”富民副食店老板周怀江告诉记
者，他在当地开店10多年了，地震使得店面房屋出现多
处裂缝，他就在门口搭起了临时摊位。“居民们离不开米
面油，所以要像往常一样营业。”周怀江说。

药品也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诚兴诊所的老板周春
良19日一大早也打开了店门，“早上有好几拨人过来买
药。这几天一直阴雨绵绵，感冒药卖得比较快”。

富民街上的多家店铺也恢复了营业，地上的碎玻璃、垃
圾基本清扫干净。瞿祥书的竹笋铺子传出的笑声吸引了记
者的目光。瞿祥书告诉记者，6月17日，他刚从自家竹林里
挖了1000多斤竹笋，原本打算第二天运走，因为地震耽误
了，只得找邻居们帮忙做成笋干。“要想办法赶紧处理，尽量
减少损失。我今天就招呼邻居过来剥笋。”瞿祥书说。

“受灾了更要互相帮助，剥完笋子我就回安置点去照
顾孩子。”吴大姐一边剥竹笋一边告诉记者。她所说的集
中安置点离瞿祥书的竹笋铺子只有1公里，帐篷区的生
活井然有序。地震发生后，原本在安置点一角的塑料棚
里办美食展销的徐代春把商品全部收拾好，架上炉具和
大铝锅，自发为周边百姓烧起了热水。

“现在帐篷区通电了，一日三餐也有了着落。我们正
在等待政府部门的评估，看房子能不能住，什么时候家里
能恢复水电气。”住在16号帐篷里的张太香告诉记者，她
带着一家八口在地震后来到安置点。

据相关部门介绍，18日傍晚开始施工的新水管已经
连夜接通，目前已接入双河镇城市供水管网，镇上的安置
点已经通水。截至19日13时，地震灾区5座受损变电站
已恢复运行，42条停运线路中39条抢修完成，4.08万户
恢复用电。受灾情影响，18日开始，双河镇、龙头镇、官兴
暂停供气，目前长宁县竹海镇、万岭、万里、三江湖区域供
气正常，各供气片区的管网巡查工作正在开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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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界集镇吕岗村田野里一片繁忙，10多台水稻插秧机在水田里插秧。
截至当日，全县水稻插秧面积已完成75%。据介绍，泗洪县今年共种植水稻83万亩，其中稻虾共作和休
耕轮作等高品质水稻达31万亩。 张连华摄（中经视觉）

本报北京6月19日讯 记者郭静
原从国家民委获悉：近日，经党中央、国
务院同意，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评选
表彰工作正式启动。

本次评选表彰人选范围主要是
2014年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表彰大会以来，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模范集体和模范
个人。

本次评选表彰工作，首次按照党和
国家关于功勋荣誉表彰的新规定组织

开展，是党的十九大后首次举办的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由国家民委会
同相关部门和地方组织实施。评选表
彰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切实负起责
任，突出评选表彰工作的政治性、政策
性、代表性、导向性，体现出实践特色、
时代特色；坚持依法依规，坚持公开公
平公正，严格执行“两审三公示”程序

（即组织初审、复审两次审核程序；分别
在推荐对象所在单位、省部级范围和全
国范围三级公示），做到好中选优。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评选表彰工作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