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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这里变成了塞外江南”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雪茹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华社长沙7月1日电

（记者 陈文广） 穿过热
闹非凡的湖南省宜章县星
火广场，一座清代风格的
院落出现在眼前，这就是
宜章年关暴动指挥部旧
址。在指挥部旧址附近的
纪念馆进门处，朱德、陈
毅、王尔琢、胡少海全身雕
塑栩栩如生。宜章县史志
办原主任吴绪斌介绍，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
领南昌起义军余部2000多
人，从粤北转至湘南宜章
县境。为减少伤亡，确保暴
动成功，朱德、陈毅制定了
智取宜章县城计划，而胡

少海为此起到了关键性作
用。

胡少海，1898年生，湖
南宜章人，中国工农红军
高级指挥员。早年考入广
东乐昌中学读书，接受进

步思想，对其父兄勒索百
姓、欺压外族的行径十分
愤慨，毅然离开地主家庭，
弃学从军。1921年入嘉禾
民军，后升至连长。1923年
所在部队被编为广州陆海
军大元帅府直辖独立旅，
任营长，参加了南征邓本
殷、东征陈炯明的战役。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6
军营长、团长，参加了北伐
战争攻克武昌等战役战
斗。

1927 年大革命失败
后，胡少海联络一批湘南
籍士兵潜入湘粤边界活
动，与共产党员高静山等

人取得联系，使队伍成为
党领导下的一支红色武装
力量。1928年1月，得知朱
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
队伍转战到粤北，立即赴
乳源杨家寨子与朱、陈会
面，共同商议了暴动计划。
随即受朱德派遣，以国民
革命军第16军47师140团
副团长名义，率两个连开
进宜章县城，取得了智取
宜章的胜利。在此期间，他
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后
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3团团

长、第3师师长。胡少海指
挥所部取得长冈岭、大黄
家村等战斗的胜利。同年5
月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
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
第29团团长、中共湘赣边
界特委委员，参加了开辟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
争。1929年随红四军出击
赣南、闽西，任第2纵队纵
队长（也称司令员）、4纵队
纵队长，参加了大柏地、长
汀和三战龙岩等战斗。同
年12月参加了古田会议。

1930年6月胡少海在
闽西任红21军军长，率部
在龙岩东北地区肃清反动
武装和土匪，巩固了苏维
埃政权。8月在漳平永福圩
侦察敌情时不幸壮烈牺
牲，时年32岁。

今年3月，为纪念湘南
起义爆发90周年、传承红色
基因，宜章县编纂出版了
《红军名将胡少海》一书，用
长篇传记文学形式，展现了
红军将领胡少海坚定的无
产阶级革命者的一生。

初夏的土默川平原，
葱绿满目，生机盎然。

随着芒种时节的到
来，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
河口管理委员会树尔营村
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波
光粼粼的稻田里，插秧机
隆隆作响。随着插秧机缓
缓向前移动，一株株翠绿
鲜嫩的秧苗被整整齐齐地
插进水田。

时光闪回到1979年春
天。这里在自治区率先实
行包产到户，为全国普遍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探索了一条成功之路，后
来被称为塞外“小岗”。

当年的托克托县中滩
公社，后来成为中滩乡，之
后又划入双河镇，如今则
划归河口管理委员会管
辖。抚今追昔，今年79岁的
张根新感慨万千：“实行包
产到户的第一年，我们就
获得大丰收，填饱了肚皮。
如今，我们这里变成了塞

外江南，过上了从前想都
不敢想的好日子，真像做
梦一样。”

当年率先分田到户，
如今树尔营村又率先把全
村的土地集中流转到托克
托县美源农牧渔业专业合
作社。像张根新这样的村
民，每年除了稳定获得
4000元土地流转费外，还
能在合作社里打工获取工
资性收入。过去种玉米、小
麦、杂粮的沿黄盐碱地，被
改造成一平如镜的稻田，
还养上了螃蟹和鱼。以前
沿黄小水泊只是用来灌
溉，如今合作社也将其全
部流转过来，打造成了鱼
禽水上水下立体化养殖
区。

张根新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在合作社打工，一天
的工资是120元，零零碎碎
的打工时间算下来，一年
能挣近1.5万元。再加上家
里4口人的土地流转费1.6

万元，一家人一年就有3万
多元的收入。

如果说农村改革是改
革开放历程中浓墨重彩的
一页，那么，托克托县中滩
公社就是其中力透纸背的
一笔。

寒来暑往40载。让我
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向历史
的起点，去追寻改革的初
心。

托克托县位于阴山南
麓、黄河上中游分界处北
岸的土默川平原上，地势
平坦，土地肥沃。大黑河、
宝贝河等支流在这里汇入
黄河，中滩公社正好位于
黄河和大黑河的冲积扇
内，天赐灌溉之便，坐拥舟
楫之利。然而，生活在这样
适宜耕种的地区，群众却
一度填不饱肚子。

1976年到1978年3年
间，中滩公社的粮食产量
一直徘徊在400至600万斤
之间，亩产粮食不到110

斤，不仅连续3年没有上缴
国家粮食，反而年年吃返
销粮。当时，农民一年劳作
下来，人均年收入只有30
元。其中，河上营大队的几
个生产队，不仅分不到钱，
还出现了倒挂现象：谁挣
的工分多，谁就欠的钱多。
中滩公社在当时是出了名
的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
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
社”，有些生产队多年来一
直地缺种子、人缺口粮、牲
畜缺饲料，因此又被称为

“三缺社”。
“大集体时社员‘自留

地里打冲锋，集体田里养
精神’，导致‘人哄地皮、地
哄肚皮’。社员出工不出
力，土地没有人养护，种地
更是敷衍了事，粮食产量
上不去，只有变个调调才
能有出路。”时任中滩公社
革委会副主任赵光辉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后，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

在中滩公社中酝酿。
1979年3月，中滩公社

给每位农民分了二亩半
“口粮田”，在全区范围内
率先试行“口粮田+商品粮
田”的“两田”分离责任制。
改革当年，中滩公社的粮
食生产就打了一个大大的
翻身仗，不仅结束了吃国
家返销粮的历史，摘掉了
全县倒数第一的帽子，还
上交了16万斤公粮。

1980年，在总结“两
田”分离经验的基础上，中
滩公社又大胆提出了“包
产到户”的设想，极大地调
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当年，中滩公社大旱之年
仍大获丰收，除留足社员
口粮和集体储备外，还向
国家交了73万斤公粮。

如今，改革开放走过
了40年，原中滩公社所辖
的生产队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在河口管理委
员会郝家窑村，33户农民

开起农家乐，全村120名村
民参与进来，2017年全村
人均收入达到了2.65万元。
树尔营村的托克托县美源
农牧渔业专业合作社已形
成集稻田养蟹、养鱼为一
体的种养区，撂荒多年的
盐碱地实现了年产有机稻
米60万斤、年产无公害蟹6
万斤、亩创产值5000元的
能力。合作社的多样化生
产经营培育起了多个经济
增长点，保证了当地农民
失地不失业，同时增加了
农民的收入。

说起今后的发展，托克
托县河口管理委员会党委
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王珍
强信心满满：“河口管委会
将立足辖区发展实际，紧紧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
快种植结构调整和农产品
开发升级步伐，丰富旅游服
务业内容，提升服务品质，
切实推动强村富村、强农富
农目标的实现。”

胡少海画像（资料照片）

红军名将胡少海

凡人之情，穷则思变。

1979年，改革第一年，

中滩公社粮食总产量就达

到了695万斤，比1978年纯

增290万斤，社员们过上了

和往年不一样的光景。地

还是那些地，不过变换了

主人；人还是那些人，不过

自主经营了土地。农村生

产关系的重大调整，在短

短一年时间里就换来满川

金黄和农家院里朗朗的笑

声。同全国改革开放首先

发轫于农村一样，内蒙古

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

一页。

改革开放40年来，我

区广大农村牧区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巨变，人民群众

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但改革没有完成时，只

有进行时。当年，中滩公社

的土地由“合”到“分”，是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

要求；40年后，这里的土地

纷纷流转集中起来，由

“分”到“合”，亦是现代农

牧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从

当初的“包产到户”填饱肚

皮，到如今农民既能享受

到土地流转收入，又能当

工人拿工资，中滩公社的

历史与今天，是内蒙古依

靠人民推动改革、改革成

果惠及人民的生动写照。

重温改革历程，是为

了重温改革为了什么而出

发，依靠什么而成功，想要

走到哪里去。40年前，缘于

想要吃上饱饭的朴素心

愿，中滩公社的老百姓开

启了“包产到户”的破冰之

旅。而今，实现农业现代

化、农村繁荣发展、农民全

面小康依旧是那里人民群

众的热切期盼。梦想与改

革，始终相伴而行。和内蒙

古其他地方一样，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的塞外“小

岗”，正接力探索、接续奋

进，踏上实现伟大梦想的

新航程。

梦想有多远，改革的征途就有多长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雪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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