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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让天空澄净清新 田野绿波涌动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继旺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华社郑州5月13日

电（记者 李丽静） 明
亮的灯光投射到展板，一
张黑白照片，浓密的短
发，挺直的鼻梁，年轻英
俊的脸庞，参观的人群怀
着崇敬的心，纷纷在青年
烈士杨超的展板前驻足。

在江西省革命烈士
纪念堂，每天来参观的人
群络绎不绝，青年烈士杨
超的事迹，布置在第二展
厅。

杨超，1904年12月出
生于河南省新县，5岁时
随家迁居江西省德安县。
7岁起先后在德安木环垄
陈氏私塾和郭氏私立沈
毅小学读书。杨超出身于
地主家庭，家里雇有十余
个长工，对压迫、剥削的
旧社会有较多的认识，他
曾在一篇日记中写道：

“中国地大物博，为何不
富强，盖因未得到改革之
道，我当竭力为此奋斗。”

杨超1921年考入南
昌心远中学，开始阅读马
克思主义著作，并和同学
袁玉冰、黄道、方志敏等
组织革命团体“改造社”，
后因积极参加“改造社”
进行的革命活动被学校
开除。1923年秋，杨超到
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

读书，同年10月加入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
发表《改造中国的一条道
路———革命》一文，大声
疾呼无产阶级革命。随
后，进入北京大学就读。

1925年五卅运动爆
发后，杨超在北大党组织
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
反帝爱国运动，结识了革
命宣传家和活动家共产
党人恽代英、萧楚女，并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当时杨超把入党的喜
事告诉妻子李竹青，为避
免暴露，以《有感寄李竹
青》为题，写了一首诗：

革命原知事意成，

书生有路请长缨。

鲲鹏却爱天涯远，

不听山阳夜笛声。

同年，杨超利用寒暑
假回江西从事革命活动，

并于这一年冬组织了德
安最早的一个工会———
德安柴炭工人工会。1926
年夏，党组织派杨超回江
西工作，任中共江西地方
委员会委员。12月，中共
德安县第一次党代会选
举杨超为县委书记，领导
群众积极策应北伐军进
军。

1927年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
国陷入白色恐怖中，大批
共产党员被杀害。杨超领
导德安人民进行了坚决
的反蒋斗争。1927年7月
21日，杨超出席中共江西
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当选为省委委员。7月25
日，他组织召开了中共德

安县第二次党员代表大
会，贯彻省委精神，讨论
应变策略，采取紧急措
施，从而使党的革命力量
未受到严重破坏。南昌起
义之后，国民党反动当局
疯狂反扑，德安陷入更加
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杨
超遭到通缉，但他继续率
领德安农军开展武装斗
争。

1927年10月，杨超奉
党组织之命到河南开展
工作，参与组织领导革命
斗争。12月23日，杨超出
席党的武汉会议后返回
江西，途中被国民党特务
发现。为了引开敌人、保
护同行的战友，杨超不幸
被捕。敌人抓获杨超如获

至宝，连夜开庭审讯，对
他严刑拷打，威逼利诱，
企图从他的口中得到党
组织的秘密。面对凶恶的
敌人，杨超表现了一个共
产党员宁死不屈、忠于党
的崇高气节。敌人无计可
施，于1927年12月27日残
酷地将他枪杀于南昌德
胜门外下沙窝。临刑前，
杨超面不改色，引吭高诵
就义诗：

满天风雪满天愁，

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气在，

三年归报楚王仇。

杨超牺牲时年仅23
岁，但他那坚定的革命信
念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
概至今仍为后世所景仰。

初夏时节，乌拉特后
旗巴音宝力格镇北侧阴山
上，一支专业造林队正在
紧张作业忙碌着，工人们
对新栽植的樟子松、山榆
等林木进行加固、浇水、管
护，昔日的荒山秃岭逐渐
披上了绿装。

乌拉特后旗采取生
物、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
式，宜乔则乔、宜灌则灌，
多树种、多林种配置，提高
苗木成活率。截至目前，已
在阴山植树造林3000多
亩。乌拉特后旗林业局局
长石永强说：“我们将重点
对阴山南北麓实施封山育
林、飞播造林、封禁保护等
综合治理措施，力争到
2020年让阴山山脉变成绿
树青山。”

从阴山山脉植树现场
到乌兰布和沙漠治理工
地，从乌拉山生态修复工
程到乌拉特草原守护行
动，5月的巴彦淖尔大地天
空澄净清新，田野绿波涌
动，一幅生态建设的壮美
画卷正在这片热土上铺展
开来。

今年以来，巴彦淖尔
市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统筹
抓好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

治理，全力推进乌梁素海
综合治理、乌兰布和沙区
治理、乌拉特草原保护、阴
山山脉生态保护、河套平
原盐碱地改造、黄河湿地
保护等重大工程，集中力
量抓好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整改，坚决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多措并举守牢生
态底线，厚植绿色发展根
基和原动力。

这两天，总投资1.46亿
元的五原县隆兴昌镇污水
处理厂二期工程正在紧锣
密鼓推进中。据污水处理
厂副厂长刘雄介绍，项目
预计今年8月底建成试水
运行，届时县城生活污水、
工业污水可以全部得到处
理。通过前段预处理、中间
生化处理、末端深度处理
等分段处理工艺，每天可
以处理污水4.4万吨，处理
后的水可以用于农田灌
溉、园林绿化、工业回用和
其他设施用水。

今年，巴彦淖尔市点
源、面源、内源污染治理共
同发力，集中资金、项目、
力量铁腕治理乌梁素海。

按照点源污水“零入
海”的要求，所有旗县区和
开发区年内全部建成再生
水厂，推进工业园区和企业

废水循环利用，中水回用率
达到60%以上，2019年底前
实现中水100%回用。

面源治理深入开展控
肥增效、控药减害、控水降
耗、控膜提效“四控”行动，
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年
内施用有机肥400万亩，推
广测土配方施肥300万亩，
推广使用国标地膜400万
亩，节水1.5亿立方米，农药
化肥使用量减少15%，到
2020年减少30%。

内源治理启动实施网
格水道、底泥疏浚、扩大水
面等项目，并加大生态补
水力度，年内完成生态补
水2.5亿立方米。

通过综合施策，确保
乌梁素海水质逐年好转，
到2020年湖区水质稳定在
四类标准，让“塞外明珠”
重现苇青水绿、鸟翔鱼跃
的往日风光。

从今年3月开始，一场
声势浩大的乌拉山受损山
体生态修复集中攻坚战打
响。乌拉特前旗采取最严
措施进行整治，全面关停
违规违法矿山企业，通过
料堆削坡整形、采坑回填、
撒种草籽和植树造林等方
式进行有效治理，计划用3
年时间完成治理任务，达

到绿色矿山标准。
4月份，乌兰布和沙漠

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
规划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专家评审。巴彦淖尔市
争取将乌兰布和沙漠申报
为国家级沙漠综合治理重
点实验示范区和京津冀风
沙治理重点地区，利用国
家项目资金，通过植树造
林、生态修复、封禁保护、
生态移民等措施，全力推
进乌兰布和沙漠综合治
理，努力建成全国沙漠治
理的典范。

以五原县5万亩示范
园建设为重点，巴彦淖尔
市加快实施河套平原盐碱
地改良工程，今年计划改
良盐碱地50万亩，计划用5
年时间，投资128.9亿元实
施484万亩盐碱地改良工
程，为全区盐碱地改良积
累经验、作出示范。

随着雨季来临，乌拉
特中旗新怱热苏木查干敖
包嘎查陶格通种养专业合
作社牧民们利用雨后土壤
墒情较好的有利时机开始

补播驼绒蔾苗、沙打旺、紫
花苜蓿、冰草等优良牧草，
提高草地生产力水平和质
量。

巴彦淖尔市开展“大
美草原守护行动”，落实草
原生态补奖政策，推行草
原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畜平
衡制度，促进乌拉特草原
生态环境持续好转。

与此同时，巴彦淖尔
市开展蓝天、清水、净土行
动，加快重点行业脱硫、脱
硝及除尘升级改造工程建
设，全面淘汰10蒸吨及以
下燃煤小锅炉；实施重点
流域治理工程，确保黄河
断面水质安全、城乡饮用
水源地安全、乌梁素海水
质持续稳定好转；实施农
业用地分类管控，严格监
管各类土壤污染源，坚决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2015年全市空气质
量优良率为79.2%，2017年
空气质量优良率为83%，
SO2、PM10、PM2.5年平均
浓度整体呈下降态势。黄
河巴彦淖尔段三盛公、黑

柳子断面水质类别由Ⅲ类
转变为Ⅱ类。乌梁素海和
总排干入黄河口水质保持
在Ⅴ类。”巴彦淖尔市环保
局局长尹兆明列举出一组
对比数据，有力地说明了
全市环境质量总体向好的
趋势已经显现。

【记者手记】

巴彦淖尔市全面贯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运用系统思维统

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

合治理与开发利用，生态

环境正在持续好转。

对于农业地区来说，

绿色就是底色，生态就是

基调。必须执行最严格的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把生

态环境保护作为发展的底

线、生命线和高压线，久久

为功全力攻坚，消除污染

隐患、盘活绿色资源，护美

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

走出一条绿色产业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改善

相结合的新路子。

青年英烈杨超：革命何须怕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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