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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不久前的一天，兴安盟
乌兰浩特市腰乐嘎查书记
何振国起了个大早，他要和
嘎查村民代表一起去通辽
市买牛。“工作总队多次来
村里，召集两委班子座谈，
谋划未来的发展，让我们对
村子发展有了更清晰的定
位，在他们的帮助下，新建
了4000平方米的养殖基地，
决定通过育肥牛产业强村
富民。”说起发展育肥牛产
业，何振国高兴的合不拢
嘴。

何振国说，今年腰乐嘎
查计划养殖60头肉牛，预计
将有18万元的效益，争取明
年发展到150头肉牛。“工作
总队还帮着设计规划了管
理模式，帮助联系保险公
司，目前正在协调洽谈加入
兴安盟的‘牛联体’，确保在
龙头企业带动下，养殖有技

术保障，销售有稳定市场”。
何振国提到的工作总

队便是自治区驻乌兰浩特
市脱贫攻坚总队，自去年5
月入驻乌兰浩特市开展工
作以来，积极发挥督查指导
作用，深入基层开展入户走
访，严督实导，推进脱贫攻
坚各项工作的开展落实。

“去年7月，乌兰浩特已
经脱贫摘帽，贫困村面貌和
贫困户状况发生了很大变
化。贫困发生率由2015年的
6.6%下降到0.56%。接下来，
要帮助他们抓好乡村振兴、
庭院经济、党建工作和村集
体经济，科学制定今后三至
五年村级发展规划，多渠
道、多方式助力嘎查村建
设。”自治区驻乌兰浩特市
脱贫攻坚总队总队长苏元
龙说。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
果，提升脱贫质量，他们对

腰乐嘎查开展了“解剖麻雀
式”调研，精准把脉，找准病
根，对症下药，同时也为乌
兰浩特市衔接好脱贫攻坚
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积累
了经验。

此外，工作总队积极
推动网络扶智工作，推动
建设覆盖乌兰浩特市所有
乡镇、村屯的光纤网络，搭
建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
平台、宽带乡村和互联网
服务平台、视频监控平安
乡村平台、政企信息化服
务支撑平台，确保在2至3
年内实现乌兰浩特市行政
区域有线电视光纤覆盖，
有线电视无法通达的偏远
地区实行无线覆盖。

64岁的白玉庭大爷，
既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也不
会上网，看电视是他获取
外界信息的唯一途径，网

络扶智工作的开展，让他
感触很深，“通过电视网
络，我学到了不少农业种
植知识，还能看到身边发
生的脱贫故事，这生活比
以前丰富多了！”坐在电视
机前的白玉庭高兴地说。

“一般农户免费用网2
年，贫困户免费用网3年。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的申报、扶
贫项目申报、产业扶贫的技
术服务，健康扶贫的远程诊
疗、远程教育、社会保障、就
业扶贫政策落实，都在网络
平台上建立了窗口，让贫困
户能够了解上级和市里的
扶贫政策，享受各类服务。”

自治区驻乌兰浩特市脱贫
攻坚总队队员秦立伟说。网
络扶贫建设工程的全面启
动，提高了农村信息化建设
水平和农民的文化素质，有
效激发了贫困户脱贫致富
的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打
下了坚实基础。

在自治区驻乌兰浩特
市脱贫攻坚总队办公室电
脑中，一份30多万字、780多
页的脱贫工作资料汇编即
将完成。“这份资料整合了
市、镇、嘎查三级资料，是动
态更新的，每个镇、每个村、
每个贫困户的情况都可清
晰查看，它不但为大家呈现

了乌兰浩特脱贫摘帽的成
果，也将为实施乡村振兴提
供‘大数据’支持。”眼下，苏
元龙和他的队员们与民政、
财政、交通、教育等专项扶
贫领域部门积极沟通。“时
值年底，我们与全市16个推
进组和相关行业进行了座
谈，在此基础上，给乌兰浩
特市再拿出一个报告性材
料。”苏元龙说，他们将共同
研讨各领域扶贫工作开展
情况，梳理交流现阶段存在
问题，为乌兰浩特市编制乡
村振兴规划提供基础资料，
架起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机衔接的桥梁。

矗立在四川省成都市
新都区新桂湖公园的王铭
章将军雕像，高一丈二，基
座宽四尺、高三尺，四周刻
有“浩气长存，祭阵亡将
士”的大字。放眼望去，巍
峨的塑像让成都秋日雾霭
沉沉的天空明亮了许多。

王铭章，字之钟，1893
年生于新都县泰兴乡。父以
小贩为业，家境窘迫，生活拮
据。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
起，同盟会会员组织同志军
发动武装起义，就读于四川
陆军小学时年18岁的王铭
章，毅然参加了同志军，投入
与清政府军的战斗。

1914年7月4日，王铭章
从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步兵

科毕业后，被分配至川军刘
存厚部供职，初任见习排长，
后升排长。1916年初，为反对
袁世凯窃国称帝，蔡锷率护
国军入川与袁军对垒。王铭
章随川军第二师参战，转战
于泸县、纳溪县一带，升任连
长。1920年，川滇之战又起，
王铭章升任川军第7师25团
团长，随后任第11旅旅长。
1924年，川战平息，移防德阳
县，晋升第13师师长。

北伐战争开始后，川
军奉令改编，王铭章任国
民革命军第29军第4师师
长。1935年7月，赴峨眉山
军训团受训，被授陆军少
将衔，任41军122师师长，
次年晋升中将。

1937 年卢沟桥事变
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向
我进攻，民族存亡处于严
重关头。长期卷入内战漩
涡的王铭章，坚决拥护抗
战救国、“枪口一致对外”
的革命主张，请缨出川杀
敌报国。9月6日，王铭章在
德阳县广场，召开出川抗
日誓师大会，他慷慨激昂
地宣称：“此次出川抗日，
不成功，便成仁……”“过
去不知为谁而战？为谁而
死？……今天奉令出川抗
日，是为了挽救国家危亡，
民族生存而战……”次日，
他返回家乡，辞别父老，安
抚亲人，并预立遗嘱：“誓以
必死报国。将积年薪俸所

得，酌留赡家及子女教育之
用，余以建立公益事业。”

1938年初，王铭章被任
命为41军前方总指挥，率部
参加徐州会战，奉命驻守滕
县狙击日军。王铭章命令将
南门、北门堵死，东、西城门
暂留交通道路，随时准备封
闭，打算死守滕县县城。3月
14日，保卫徐州外围的滕县
战役正式展开，日军第10师
团在飞机的掩护下向滕县
发动全线进攻，王铭章率部
与日军浴血奋战三昼夜。17
日下午，因兵力悬殊，日军
攻占滕县南城墙和东关，大

批敌人突入城内。王铭章命
令城内各部与日军巷战，西
关守军死战待援，并准备亲
自到西关指挥守军继续战
斗，行至西关外电灯厂附近
时，遭日军机枪扫射，王铭
章身中数弹牺牲，后被追晋
为陆军上将。

王铭章率部坚守滕县，
为鲁南会战赢得了时间，为
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
件。王铭章忠骸运回时，汉
口、重庆、成都均举行了公
祭。在汉口公祭典礼上，毛泽
东等中央领导联合题写挽
联：“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

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
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
争光。”1984年9月1日，四川
省人民政府追认王铭章为
革命烈士，同月14日，国家
民政部颁发了烈士证书。

高高矗立于新都桂湖
公园的王铭章雕塑，见证着
家乡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
大变化。新都已连续23年保
持全省县域经济十强。今日
新都，已形成轨道交通、航
空、现代物流三大产业为主
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着
力建设现代化国际范新城
区。 （据新华社报道）

网络扶智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见习记者 高敏娜

改革先锋风采

“40年来国家、社会和
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我感到无比激动、
无上光荣！”刚刚荣获改革
先锋称号的原四川长虹电
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局主席倪润峰很
受鼓舞。总结长虹40年转
型发展的辉煌历程，倪润
峰感慨地说：“这份荣誉，
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长
虹全体员工。长虹在历任

领导的带领下，在几代长
虹人完成军工立业、‘军转
民’彩电兴业的基础上，又
进一步进行了相关多元
化、国际化拓展，成为跨国
企业集团，产品和服务遍
布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这都是改革开放带
给企业的伟大成就。”

从1985年接掌长虹，倪
润峰顺应时代潮流，勇于尝
试与探索，科学地把军工技

术、工艺、检测及质量控制
手段移植到民品研发生产
上，实现单一的军品生产到
军民品结合的战略转移，带
领长虹率先成功探索出企
业“军转民”道路，将长虹从
一个普通军工企业打造成
中国彩电大王。

在倪润峰看来，民族
品牌的崛起和壮大是民族
实力的象征，企业的发展
离不开企业家的创新、担

当、诚信和实干精神。1995
年，倪润峰带领长虹提出

“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
己任”的理念，“这个理念
不仅增强长虹的企业凝聚
力，也是企业文化的基础，
是为国家、民族、社会多做
贡献的理念。”倪润峰说。

上世纪90年代初，长虹

把目标瞄准34英寸彩电。
1993年底，34英寸彩电在长
虹正式立项，成立技术攻关
小组；1995年10月，样机通
过鉴定，中国第一台34英寸
大屏幕彩电在长虹正式诞
生。为了增强机制和体制上
的活力，长虹还积极推进股
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1994年，长虹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长虹的创新发展，需
要我们拼搏奉献。”倪润峰
对长虹的未来充满信心：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长
虹建企业60周年，我相信，
长虹的明天一定会更美
好！” （据《人民日报》）

企业“军转民”实践的创新者倪润峰———

改革创新 助力民族品牌崛起

王铭章：以身殉国为民族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