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的河东大地已是
秋风萧瑟，山西省夏县的堆
云洞到访者依然络绎不绝。
许多人自发来到这个曾经
晋南地区重要的革命中心，
缅怀以嘉康杰为代表的革
命者。

嘉康杰，1890年出生，
山西夏县人。早年参加辛亥
革命、反袁斗争和五四爱国
运动。曾两次留学日本。
1921年回到家乡，致力于平
民教育，先后在夏县、运城
等地，创办以太小学、夏县
平民中学、运城河东中学等
学校，积极宣传新思想，传
播新文化，将一批进步青年

培养成为革命骨干。期间，
多次参加和领导反对军阀
政府和地主劣绅的斗争运
动，曾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
1927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晋南地
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面
对严重的白色恐怖，嘉康杰
临危受命，先后担任中共河
东中心县委书记、河东特委
组织部长等职，致力于重建
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他不
畏艰险，长期深入基层群众
中间，积极开展工作。到1933
年，在当时晋南36个县中的
32个县建立了党的领导机
关，在农民中发展了400多名

党员，把党的组织由青年学
生群体发展到社会各阶层，
特别是贫苦农民当中。

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
进入山西，嘉康杰响应红军
的行动，在夏县策动了中条
农民武装暴动，建立红军游
击队，担任总指挥。

1937年11月，中共河东
特委委托嘉康杰在闻（喜）
夏（县）一带为八路军扩兵
500名，他出色地完成了任
务，受到表彰，使河东党组
织圆满完成了中央军委周
恩来副主席交给山西省委
的扩兵任务。12月，中共北
方局在临汾召开山西党的

活动分子会议，刘少奇称赞
嘉康杰是河东“群众领袖”。

1938年1月，嘉康杰赴
延安“抗大”学习，5月受组
织派遣回河东从事敌后游
击战争。先后担任中共晋豫
特委（后改为晋豫地委）委
员、军事部长、晋豫边游击
支队供给部长等职，率领游
击队战斗在中条山区，配合
主力部队多次挫败日军的
进犯。1939年9月，在中共晋
冀豫区党委第一次代表会
议上，当选中共晋冀豫区党

委委员，并被选为出席中共
七大的候补代表。会后，他
担任了中条地委委员、民运
部长。

国民党反动当局十分
畏惧嘉康杰在晋南地区的
影响力，1939年11月18日，
在返回中条地委驻地的路
上，嘉康杰遭到国民党特务
暗杀，不幸牺牲，时年49岁。

为了纪念嘉康杰烈士，
1952年5月1日，山西省人民
政府将“山西省运城中学”命
名为“山西省康杰中学”。

如今，康杰中学除了每
年组织学生赴夏县嘉康杰烈
士墓前开展悼念活动外，还
建立了康杰精神校本课程、
弘扬康杰精神主题班会、嘉
康杰革命事迹报告会等一整
套弘扬嘉康杰精神的课程体
系。“几十年来，烈士的精神
已经融入学校师生永不懈
怠、追求卓越的灵魂当中，
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子
奋发学习、立志报国。”康
杰中学的教师李占新说。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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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不放假的驻村书记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杨苏雯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改革先锋风采

对戴明盟和我国航母
舰载战斗机事业来说，
2012年11月23日是一个重
要的日子。这天清晨，渤海
湾雪后初霁，辽宁舰迎风高
速航行，在波光粼粼的海面
上犁下一道银色的航迹。这
一天，“飞鲨”歼—15飞机将
在辽宁舰首次阻拦着舰和
滑跃起飞……

数千次的模拟训练，让
承担试飞任务的戴明盟信
心满怀。起飞、寻舰、绕舰、
触舰、着舰、阻拦成功，戴明
盟娴熟地操纵“飞鲨”精确
挂住辽宁舰第二道阻拦索；
3小时后，戴明盟又驾机滑

跃14°仰角冲上云霄，首次
实现了中国舰载战斗机在
航母上的成功起降！

戴明盟的“惊天一着”，
引来举世惊叹……训练结
束后，辽宁舰鸣笛一分钟，
向戴明盟等飞行员表达崇
高敬意，也是向世界宣告：
我国已经掌握了舰载战斗
机舰上起降技术。那一天，
距离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
的2012年9月25日，还不到
两个月。

成为一名飞行员，是
戴明盟儿时的梦想。高中
毕业那年，正好有部队招
飞，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进入飞行的大门后，戴明
盟才知道，飞行并不是想
象中的自由翱翔、诗意浪
漫，而是时时可能面对各
种危险。从事飞行20余年，
戴明盟先后飞过16种机
型，处置过数十次重大险
情。“科研试飞岗位是军事
变革的前沿，当试飞员就
要有一股敢■雷阵的精
神。”他说。

试飞“飞鲨”之前，戴明
盟是“海空雄鹰团”的飞行
员。那年，海军决定挑选一
批精英组成舰载战斗机试
飞团队，戴明盟成为最佳人
选。“试飞舰载战斗机，是国

家和民族的大事，我有份！”
面对不可预知的危险和一
系列现实困难，他没有丝毫
犹豫……一次次挑战极限，
一次次创造奇迹，戴明盟逐
渐成长为优秀的歼—15舰
载机试飞员、海军首位航母
舰载机着舰指挥官。

国外一份报告显示：舰
载战斗机飞行员的风险系
数是航天员的5倍、普通飞
行员的20倍，因此舰载战斗
机飞行员被称为“刀尖上的
舞者”，但戴明盟却坚定地

选择与危险“共舞”，他说：
“航母事业承载着中华民族
的百年梦想，我们都坚定了
一个信念，再大的风险都要
上，再大的挑战也要闯。”

一花独放不是春。戴
明盟认为，航母要真正形
成战斗力，必须培养出一
批成熟的舰载机飞行员。
于是他开始了成批培养舰
载机飞行员的艰难探索：
成立飞行教员组、制订方
案、编写大纲……白天，除
了上天试飞，他还要给新

飞行员讲课；晚上，他要对
新飞行员进行讲评，有时
一个细节要反复抠上几十
遍……

戴明盟的大胆施教、
科学施训，培养了一支精
干专业的舰载战斗机飞行
指挥员和教官队伍，使我
国成为世界上能够独立培
养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少
数国家之一；戴明盟也获
得了“航母战斗机英雄试
飞员”的荣誉称号。

（据《人民日报》）

“吴书记新春快乐，阖
家幸福，感谢您驻村以来
对我们全家的关照。”“给
吴书记拜年啦，祝愿您及
全家猪年大吉，万事如
意。”……过年期间奈曼旗
青龙山镇棍都沟村驻村第
一书记吴青山收到很多这
样饱含深情和满怀感激的
祝福信息。2月10日，大年
初六，对于很多人来说，是
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但
对于吴青山来说，这是春节
期间很平常的一天，这个春
节吴青山留在村里，早晨的
太阳刚刚露脸，农家的炊烟
还没有散去，零下十几摄氏
度的天气，吴青山已经像往
常一样开始走村入户了。

年前的腊月二十四，吴

青山组织大家集体过年，男
女老幼700多人共同参与，
辛苦了一年的乡亲们围聚
在一起。大家互相拜年，互
道祝福，都表示：“如今好日
子天天像过年，感谢党的好
政策，感谢好干部的带领。”
现场吴青山个人出资千元，
奖励了清洁家园、孝顺长
辈、致富带头人和脱贫之星
户，鼓励大家通过自身努力
和政府支持，不等不靠、苦
干实干、自力更生，带动更
多村里的贫困户走上致富
路。

过年期间吴青山没有
放假，走访慰问了全村的精
准扶贫户33户、脱贫户10
户、低保户48户、五保户3
户、老党员和困难两委班子

成员，送去了面和油。“村子
要美，村民要富，脱贫攻坚
永远在路上，趁着过年家里
人最全，和大伙儿谈谈心，
了解一下他们来年的打算
和存在的困难，帮村民出出
主意，找找出路。”他说。

棍都沟村由五个自然
村组成，全村经济主要以传
统农业种植、养殖业为主。
因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村
民收入不高。吴青山从2018
年5月份至今一直在走家入
户，每到一户，都详细询问
家庭情况，大到国家惠民政
策，小到农户柴米油盐，都
做好记录，掌握了第一手资
料，并根据各个贫困户实际
情况制定相应扶贫自主产
业。

村民王桂花家里只有
老两口过日子，孩子都在
外地打工。老伴因病干不
了重活，只有王桂花一个
人忙里忙外操持这个家，种
地的微薄收入难以支撑家
庭生活的各项支出，日子过
得紧巴巴的。吴青山提议让
王桂花试着种植适合山区
生长的红薯，这个想法很大
胆，王桂花担心种出来的红
薯没人买，吴青山当即表示
会帮助她将红薯销售出去。
了解到她老伴当过兵，又为
他申请了补贴，生活总算宽

裕了些。
“吴书记来我们家好

几趟了，号召我们精准扶
贫户栽地瓜，以前没栽过
心里也没底，就种了四五
分地，收入了1000多元，都
是吴书记帮忙给卖的。明
年我们打算多种点，这比
种苞米种高粱收入都高。”
王桂花欣慰地说。

村民张国强很高兴，
自从吴青山驻村工作以
后，给置办了秧歌服和音
响，现在村民业余生活可
以扭秧歌了。

“要干点实事”，这是
吴青山的口头禅。对村民
反映的问题和要求，吴青
山都尽心尽力帮助解决。
从前村子里基础设施欠账
多，水利灌溉、教育卫生、
供电供水等方面的建设严
重滞后，吴青山入户征求
意见，开会研究规划，跑部
门申请项目……一件件惠
民利民的好事办下来，村
民的生产生活都有了很大
改变，这个春节家家户户
都过得喜气洋洋的。

航母战斗力建设的实践探索者戴明盟———

“就要有一股敢■雷阵的精神”

河东“群众领袖”———嘉康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