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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新宝拉格镇：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相恒义 巴依斯古楞 赵 丹 陈春艳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改革先锋风采

傍晚时分，漫步在镶
黄旗新宝拉格镇阿斯尔音
乐生态风情园，悠扬的阿
斯尔旋律让人心旷神怡，
绚丽多姿的霓虹灯景观把
冬日夜空装扮的五彩缤
纷。

阿斯尔音乐盛行于元
朝，早在13世纪就已成为
皇家贵族专享的宫廷舞
乐。据考证，传唱至今的阿
斯尔音乐60%集中在镶黄
旗，该旗2008年被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
国阿斯尔音乐之乡”。

2017年以来，镶黄旗
在城镇建设中，依托富集
的石材资源，突出阿斯尔
音乐的文化元素，历时1年
时间建成了以生态修复为
主 线 的 综 合 性 生 态 公
园———总面积17万平方米
的阿斯尔音乐生态风情
园。其中硬质面积2.3万平
方米，由各种颜色的花岗

岩铺就而成。
“天气暖和的时候，一

到晚上，我们新宝拉格镇
几乎一半以上居民都会到
风情园，听音乐散步健身。
外地来了朋友，我们也会
领到这里，让他们直观地
感受镶黄旗丰厚的文化底
蕴和石材的魅力。”在新宝
拉格镇工作生活了50多年
的达楞巴雅尔骄傲地说。

镶黄旗境内有着得天
独厚的花岗岩石材资源，
经中国地质大学评估，储
量达121亿立方米，分布面
积达400多平方公里，目前
已开发的主要有红、黄、
黑、白4种颜色7个品种，经
国家有关部门检测，其抗
压性、吸水率、放射性指标
均达到国家标准，是安全、
环保的装饰材料，使用范
围不受限制。该旗生产的

“金钻玛”“白金玛”“蓝夜
星”等石材产品属国内天

然石材中高档产品，备受
国内外客商青睐。

近年来，镶黄旗依托
“中国塞北石材之乡”品牌
优势，以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动力，采取“一企
一策”的方式，积极引导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先
进适用技术开发应用，提
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拓
展石材加工、荒料贸易、板
材销售等传统业务的同
时，在异形加工、工艺创
意、个性产品等领域下功
夫，提高资源集约化水平
和企业市场份额。2018年
上半年，镶黄旗石材荒料、
板材产量均增长49.8%，实
现产值5136万元。

镶黄旗腾悦矿业开发
有限公司位于新宝拉格镇
东2公里处的石材工业园
区，是一家集花岗岩开采、
板材、异形石材加工及进
出口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

企业。公司副总经理陈炳
强介绍说，企业注重延伸
产业链条，推进石材产业
向深加工、高附加值的集
约化经营方式转变。2017
年，企业投资1800万元，引
进国内先进超薄复合板加
工项目，研发加工厚度4~8
毫米石材超薄板，加工工
艺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当
年实现产值2000万元。

腾悦矿业开发有限公
司所在的以石材加工为主
导产业的工业园区始建于
2004年，位于新宝拉格镇
东2公里处。如今，通过14
年的发展，园区初步形成
了以晨春、腾悦、环球等龙

头企业为核心的集荒料开
采、板材加工和异型材、工
艺品、边角料开发的石材综
合利用产业链，正在逐步打
造我国北方最大的花岗岩
石材开采加工基地。园区于
2011年被列入自治区双百
亿工程重点培育建设开发
区行列，2012年成为锡盟六
大工业园区之一，2013年升
级为盟级工业园区，2014年
7月被列入自治区第八批工
业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园区
行列，2018年被列入《中国
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目
前，入园企业达到50户，工
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
25亿元，逐步形成了以石材

加工业为主导产业，石油化
工、畜产品加工和金属冶金
多元支撑的循环经济工业
园区。精美的石头在这里华
丽变身，远销祖国各地。

镶黄旗委书记达布希
拉图说：“今后，我们依托
日益发展壮大的石材产业
以及厚重的文化传承，把
旗府所在地新宝拉格镇建
成察哈尔文化浓郁、民族
特色鲜明、服务功能完善、
宜居宜业宜游的草原生态
精品小镇和塞北石材产业
基地，让生活在镶黄旗草
原上的各族人民享有更加
舒适、更加现代化的美丽
家园。”

“回望历史，杜老对农
村改革开放的贡献实在是
大，实在是说不完。”杜润
生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么
说。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
室主任、原国务院农村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
这个名字总是与农村包
产到户联系在一起，与农
村改革联系在一起。

1979年，有农村工作
经验的杜润生被任命为
当时刚刚成立的国家农
业委员会副主任。如何改

变农业生产率落后与土
地产出率低下的现状？在
总结安徽小岗村“包干到
户”经验的基础上，杜润
生开展了农村改革的理
论和政策研究，为将农村
改革迅速推向深入、在全
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要从实际出发，因
地制宜，分散决策，可以
包产到组，可以包产到
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
个思路在杜老1980年主

持起草的中央75号文件
中体现。

上世纪80年代农村
改革进程中5个中央“1号
文件”，由杜老主持起草。
1982年至1986年的5个“1
号文件”，对农村改革起
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这5个文件的主要精神
是：赋予包产到户合法
性；放活农村工商业；疏
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
展；调整产业结构，取消
统购统销；增加农业投

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这些文件纠正了人民公
社“吃大锅饭”和平均主
义分配弊病，使农民获得
了生产自主权。

从改革农产品流通
体制到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从发展乡镇企业到推
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从
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
到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

……农村改革大潮中的
这些探索和实践，杜润生
倾注了大量心血。

2008年，因为对农村
改革和发展乃至整个经
济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理论”，杜润生获得
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
奖。95岁的杜润生在颁奖
典礼上说：“家庭联产承

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
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和
理论化。”

晚年的杜老，不愿过
多谈自己对农村改革的
贡献，他更强调面对复杂
性和多样性国情，“尊重
农民选择”和“调查先行”
的重要性。这是杜老留给
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宝贵
财富。 （据《人民日报》）

“血染黄沙誓要中华
得解放，烈火永生待我九
州尽欢颜”，这副悬挂在赵
伊坪故居门口的对联，彰
显着烈士的英勇无畏与爱
国情怀。距故居不远，河南
省漯河市烈士陵园内苍松
环抱，翠柏林立，赵伊坪烈
士的纪念碑竖立在此。而
远在山东省聊城市的琉璃
寺战斗纪念馆，也记载着
赵伊坪的英雄事迹。每到
清明节，两地人民纷纷开
展纪念活动，表达对先烈
的缅怀与敬仰。

赵伊坪，原名赵廉越，
1910 年生于河南郾城 。
1925年经彭雪枫介绍，加

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之后，他在郾城平
民小学以教书作掩护，发
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成立
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
动。大革命失败后，在陕
西、山东、河南等地以小
学和中学教师职业为掩
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5年，在杞县私立大同
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在学
校传播马列主义，开展抗
日救亡活动。

西安事变后，按照中
共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局
书记彭雪枫“放下教鞭，唤
醒士兵参加抗战”的要求，

赵伊坪到鲁西北范筑先部
担任秘书科文书，开展抗
日救亡运动，宣传共产党
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
政府实行的“攘外必先安
内”政策的反动实质。在赵
伊坪等共产党人的推动
下，范筑先走上了与共产
党合作抗日的光明之路。

1937年底，赵伊坪到
中共鲁西北特委工作，先
后担任鲁西区党委委员、
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第
六区政治部秘书长，为壮
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
固和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
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
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评

价。期间，他主持中共鲁西
北特委机关报《抗战日报》
和理论刊物《先锋》月刊的
工作，担任社论委员会委
员，根据党的方针、政策为
报纸撰写社论，使该报成
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鼓
舞人民斗志和打击敌人的
有力武器。

1939年3月，中共鲁西
区委领导机关随八路军一
二九师先遣纵队由冠县、
馆陶地区向东挺进。5日清
晨，在茌平琉璃寺一带与
日军遭遇。激战至傍晚，赵

伊坪多处中弹负伤坠马，
落入日军魔掌。日军把他
绑在树上，用皮鞭抽、刺刀
戳……面对凶残的敌人，
赵伊坪大义凛然，英勇不
屈，痛斥日本侵略军的野
蛮侵华暴行：“任凭你们把
我钉死在树上，我宁可站
着死，不低高贵头。宁为鞭
死鬼，不做亡国奴……”日
军恼羞成怒，残忍地将他
全身浇上汽油，放火点燃。
烈焰中，赵伊坪用尽最后
的气力高呼：“打倒狗日本
鬼子！中国共产党万岁！”

残暴的日军又举起刺刀，
捅进他的嘴里……赵伊坪
壮烈牺牲，时年29岁。

为了弘扬烈士精神，
漯河市“北街小学”于1996
年更名为“伊坪小学”。伊
坪小学校长赵洪磊说：“学
校建有赵伊坪烈士纪念室
和伊坪书屋，成立了‘红映
伊坪’剧社。每逢重要时间
节点，学校都会开展纪念
赵伊坪烈士的活动，激发
了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热
情。”

（据新华社报道）

他的名字与包产到户联系在一起

烈火中永生的抗日英雄———赵伊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