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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5月的额尔古纳，蓝天
翠草，轻风流云。走进上库
力八队志诚绿色观光牧
场，平整开阔，秩序井然，
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

牧场占地10万平方米，
拥有现代化牛舍5栋，配套
使用TMR饲料搅拌机和自
动清粪车，饲草料贮备库
3000平方米，防、检疫室60
平方米，牧业机械7台（套），
打、搂、捆、运设备齐全。

“我从2004年开始经营
家庭牧场，当时就1台农用
车，规模很小，直到2013年，
在政府的支持、鼓励和引导
下，家庭牧场产业转型升
级，成立‘志诚绿色观光牧

场’，开始销售无公害的绿
色牛羊肉制品，同时以休闲
农业、旅游观光为辅。”农场
主人贾振仁说起创办牧场
的经历无限感慨，“现在，牧
场有员工15人，饲养肉牛
300头、肉羊3000只，去年线
上线下销售收入达到164万
元。”贾振仁经营牧场14年，
亲身经历了牧场从小到大、
从传统经营到科技兴场的
历程。

牧场建立初期，42岁的
贾振仁总觉得专业知识欠
缺，带领员工参加市农牧业
局组织的农牧业生产技术
培训班，学习牲畜科学化饲
养技术的同时，提高管理水

平，借鉴同行业的先进经
验，应用到牧场经营中，不
仅降低饲养成本，肉产品质
量也得到大幅提高。

志诚绿色观光牧场坚
持走现代特色生态畜牧业
发展道路，被雀巢公司评定
为A级牧场，长期为其提供
生鲜乳。2015年被自治区定
为科技重大专项，高寒牧区
高产奶牛规范化养殖技术
集成示范基地，2016年被评
为自治区级示范家庭农牧
场。2017年，通过由奶牛到
肉牛、肉羊，由液态奶到分
割肉的转型升级，注册成立
呼伦贝尔中融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成为呼伦贝尔市首

家农牧产品电商直供平台，
农牧产品销往到北京、上
海、杭州、河北、深圳等地。

“吃水不忘挖井人”。贾
振仁联合当地合作社和养殖
户共同经营，目前，已与20多
个养殖户达成协议，整合资
源，分散经营升级为规模经
营，提升农牧业生产的专业
化、集约化、标准化和商品
化，提高产品附加值，带动当
地畜牧业产业发展，增加当
地养殖户的经济收入。

目前，额尔古纳市有家
庭农牧场82家，规模以上农
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6家，
其中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2家，呼伦贝尔
市级4家。今年9月，额尔古
纳市域及周边范围内建设
甜 菜 种 植———甜 菜 制
糖———酵母生产———生物
有机肥绿色循环经济产业
链，将进一步调整、优化额
尔古纳市种植结构、产品结
构和产业结构。

近年来，额尔古纳市大
力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牧
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
农业规模经营和社会化服
务，通过项目带动和产业转
型升级，依托企业引领农牧
业产业快速发展，促进农民
持续增收。2010-2016年，农
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由11110元提高到
20415元，年均增长12.9%；
2017年，人均收入23658元。

拜访内蒙古大学蒙古
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额尔敦白音，是在一个明
媚的上午。校园里桃花盛
开，弥漫着春天的味道。

额尔敦白音在中国少
数民族语言文学、文艺学、
宗教学等领域从事教学和
科研工作，已招收培养了
60余名蒙古族、汉族、藏族
硕士生和博士生。额尔敦
白音有很多头衔和荣誉，
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
科评议组中国语言文学组
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特聘教授、中组部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
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
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他的学术著作
《贡嘎坚赞<智者入门>与
阿旺丹达<嘉言日光>比较
研究》和《<占布拉道尔吉
传>研究》分别于2017年、
2010年获得自治区哲学社
会科学政府奖一等奖。

额尔敦白音的办公室
里有4个大书柜，里面满满
当当摆放着各种典籍。他从
书柜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
本新收集的藏文书籍说：

“这是一本有200多年历史

的蒙医学书籍，有些地方的
字迹都已模糊不清了。”就
是这样一本书，被他称为

“宝贝”。他介绍说，从13世
纪开始，随着藏传佛教的传
入，涌现出了许多精通藏文
的蒙古族高僧喇嘛，他们长
途跋涉到西藏地区学习，翻
译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并用
藏文创作了大量著作，形成
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
些典籍涉及历史、哲学、语
言学、文学、佛学、医学等多
种学科。在多年的研究中，
额尔敦白音挖掘、整理了大
量这样的用藏文创作的著

作，成为精通蒙古文和藏文
的专家，同时还培养出一批
蒙藏文兼通的科研人才，为
蒙古族文学研究注入了新
的活力，拓展了蒙古学研究
领域。

现在，额尔敦白音承担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元明清蒙古族藏文典籍
挖掘、整理与研究》。在这个
项目中，他和他的团队收集
众多位蒙古族高僧的藏文
全集，并对其进行整理与研
究。额尔敦白音说，这是个
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他的
团队在北京、青海、西藏、甘

肃以及俄罗斯、蒙古国、印
度、英国等地进行收集，目
前收集工作基本完成，整理
研究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
他自豪地说：“该项目完成
后，一定会对相关研究产生
很大影响。”

额尔敦白音还有一个
目标，希望能在内蒙古大
学成立蒙藏文化研究院，
为研究蒙藏文化提供更广

阔的平台。
额尔敦白音说：“蒙古

族藏文著作数量庞大，内
容丰富，可以说是挖掘不
尽的民族文化宝库。我们
的工作刚刚起步，对于这
个浩大工程来说，一个人
或一个团队的力量是不够
的。希望有关部门进一步
支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有识之士持续接力。”

新华社南京5月12日电

（记者 邱冰清） 江苏省
常州市清凉路上，坐落着一
座二进三开间江南老式居
民建筑，这就是英烈张太雷
纪念馆。这里以张太雷革命
足迹为线索，通过油画、实
物、照片等史料展现了他革
命、光辉的一生，也诉说着
人们对他的思念与牵挂。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
1898年6月生，江苏武进
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
同年冬转入天津北洋大学
（现天津大学）法科学习。
因立志化作“惊雷”，冲散
阴霾，改造旧社会，后将名
字改为张太雷以铭志。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

爆发，张太雷积极投身其
中。在运动中，张太雷与景
仰已久的李大钊建立了联
系。在李大钊影响下，张太
雷开始接触和信仰马克思
主义，并参加了李大钊组织
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协助其开展创建中国

共产党的工作。1920年10
月，张太雷和邓中夏等一起
加入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北
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此后，他与邓中夏一起
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到长辛
店组建劳动补习学校，培养
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
一批骨干。从1921年春开
始，张太雷先后赴苏联工
作、学习，任共产国际远东
处中国科书记。

1924年春，张太雷按
党的要求回国，担任团中
央总书记，出席党的四大
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
员，同时兼任中共广东区
委委员、宣传部长等职。

1927年4月至5月，张太

雷出席中共五大，尖锐地批
评陈独秀右倾错误；7月中
共中央改组，任中央临时政
治局五名常委之一；八七会
议后，被派往广东工作，担
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
东省委军委书记、中央南方
局书记兼南方局军委委员。

张太雷一到广东，立即
研究制定广东全省的暴动
计划，并发起组建了广州起
义指挥机构———革命军事
委员会，担任委员长。正当
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起义
消息泄露。张太雷当机立
断，广州起义的枪声于1927

年12月11日凌晨提前打响。
在张太雷主持下，成立广州
苏维埃政府，并任代理主
席、人民海陆军委员。

12月12日，广州起义的
第二天，敌军攻占了起义军
的重要阵地，并分兵直扑起
义军总指挥部。张太雷闻
讯，立即乘车赶赴前线指挥
战斗。车在行驶中遭到敌人
伏击，张太雷身中三弹倒在
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中，壮
烈牺牲。临终前，他向战友
们嘱托：要和敌人战斗到
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
用自己短短29年的生命历

程践行了“愿化作震碎旧世
界惊雷”的铮铮誓言。

斯人已逝，英魂永存。
“为天下人谋永久的真

正的幸福是太雷同志矢志
不渝的志向。”常州三杰纪
念馆、常州名人故居管理中
心研究馆员黄明彦说，他在
当时有很多思潮的情况下
选择了共产主义，并用一生
去践行，不怕牺牲，以卓越
的才华、高昂的热情和年轻
的生命奉献于中国革命事
业，显示了其坚定的理想信
念和共产主义理想力量的
强大。

新型家庭牧场带来幸福生活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新军

专攻民族文化研究的长江学者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志贤 实习生 杨 婷

张太雷：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

张太雷（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