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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过去，通辽风沙到底有
多大？“一年两场风，从春刮
到秋”，这是老通辽人记忆
深处的俏皮话。为改善生态
环境，减少水土流失和风沙
危害，从上世纪80年代开
始，通辽市坚定以“生态立
市”，依托“三北”防护林、退
耕还林还草等国家重点生
态建设工程，实施人工造
林、封沙育林、退耕还林、封
禁保护区等措施，昔日的荒
山秃岭被一道道绿带环绕，
城市园林绿化经历了从无
到有，实现了从风沙蔽日到
推窗见绿的美丽蜕变。

“过去通辽城区的道路
两侧只有杨树和旱柳，春天
一到，满城杨柳絮飞扬，刮
得人睁不开眼睛。如今银
杏、五角枫、垂柳、紫叶李、
京桃、金叶榆等树种都已经
在通辽‘安家落户’。”孟凡

林如数家珍。孟凡林1979年
参加工作，现任通辽市园林
局人民公园管理处主任，是
通辽园林事业发展的参与
者和见证者。

通辽市地标性建筑辽
河公园原是西辽河滩地，曾
经干涸无水、植被稀疏，也
是城区风沙扬尘的主要发
源地。2010年，孟凡林从平
整土地开始参与辽河公园
建设。2012年6月公园主体
建成并开放，核心区总面积
325公顷，涵盖86个运动场
地、百米民族版画长廊、百
里健身步道，是集文化娱
乐、康体休闲、景观游赏为
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滨水公
园，一草一木都凝结着像孟
凡林这样建设者的汗水。

“为最大限度节约水资
源，园路选用了透水砖、透
水沥青等环保材料，绿地浇

灌则采用喷灌和低压管道
灌溉技术。”孟凡林介绍，项
目设计以先“引水复绿”再

“完善功能”为原则，先期栽
种锦鸡儿、紫穗槐等固沙、
固氮等抗旱性强的植物，后
栽种沙地云杉、樟子松等树
种，待土壤状况改善后再进
行景观建设，生态系统逐渐
恢复良性循环。

2012年，通辽市建设完
成外环绿化带，提升改造了
霍林河大街、红光大街、福
利路、西顺路等街路，完成
10余处游园、60余处街角绿
化。

2015年，霍林河大街分
车岛提升工程实施，栽植银
杏1000株。同时，启动主城
区空闲地、废弃地绿化建
设，提升城市绿量，充分拓
展城市绿化空间，均衡绿地
分布，先后完成了胜利北

路、客运站、凤凰山大街等
空闲地建设。

2016年，150亩薰衣草
花田建设完成；2018年，菊
花花田对外开放。夏日里，
菊花和薰衣草次第竞放、绚
丽斑斓，如诗如画，市民徜
徉在花海绿地之间，尽享浪
漫芬芳。

孟凡林感慨地说：“30
多年前，人民公园是全城唯
一的公园，逛公园还是个稀
罕事。随着西拉木伦公园、
森林公园、辽河公园等大型
综合性公园的建成开放，公
园不再是‘围栏里的风景’，
早已成为了市民日常休闲、
健身、娱乐的场所。”

去年，通辽市制定了

“中心城区海绵城市专项规
划”，以城市建设和生态保
护为核心，恢复水生态、改
善水环境、保障水资源、提
高水安全、完善规划管控
体系、建成海绵项目连片
区域，转变传统的排水防
涝思路和污染治理思路，
让城市“弹性适应”环境变
化与自然灾害，推进新老
城融合发展，实现经济发
展与资源环境相适应，建
设有内蒙古特色的创新型
海绵城市。

街头、广场、滨河等绿
地建设不断细化，城市道路
绿化隔离带、道路分车岛和
行道树绿化建设持续推进，
公园、广场布局均衡、景致

优美。社区功能完善、花卉
成簇，街角游园、防腐木长
廊、立体花架随处可见，到
处绿树成荫、花香四溢，整
个城市如同一座大花园。城
在绿中、路在林中、房在园
中、人在景中，老百姓有了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建于孝
庄河两岸的科尔沁文明之
光、乌力格尔、蒙文书法、科
尔沁版画等12个专题博物
馆，不但美化了街景，更提
升了城市品位和内涵。通辽
市也先后获得了“国家园林
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
国文明城市”等称号，辽河
公园生态保护园林建设项
目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

位于杭州市中心的浙
江展览馆东广场上，矗立着
一组庄严的“抗战英烈”雕
塑，其中一个手握书卷、看
似柔弱的女子格外引人注
目。她就是积极投身抗日救
亡、被汪伪特工杀害的“孤
岛”抗战女杰———茅丽瑛。

茅丽瑛，1910年8月出
生，浙江杭州人。1931年于
苏州东吴大学法学院辍学，
同年考入上海海关任英文
打字员。1935年参加上海中
国职业妇女会。1936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救亡组织———海关乐文社。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
发后，她积极参加慰问伤
兵、救济难民等活动。

1938年5月，上海中国
职业妇女俱乐部正式成立，
茅丽瑛被推选为主席。同月，
她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
后，她积极开展职业妇女俱
乐部的工作，相继创办了国
语班、英语会话班、会计班、
中文速成班、文化补习班等，
开展对妇女的培训工作，还
亲自教授英语课。

茅丽瑛为人热情、诚
恳、乐于助人，自称是“大众
的牛”，夜以继日地拼命工

作，把“职妇”办得生气勃
勃。为了支援浴血奋战的新
四军，她积极推动“职妇”和
各救亡团体在春节期间发
起“劝募寒衣联合大公演”
和组织“物品慈善义卖会”。
在义卖活动筹备和进行中，
面对日伪势力的恐吓、威胁
甚至公开打砸，茅丽瑛抱着

“愿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
死”的决心，以极大的勇气
使义卖最终获得成功。

义卖会的成功使敌人对
职业妇女俱乐部和茅丽瑛的
仇视进一步加深，他们称茅
丽瑛为“第二史良之中共激

烈分子”。在连续公开恫吓无
效后，1939年12月12日晚，茅
丽瑛遭到汪伪特工暗杀，身
中三弹，于15日在医院牺牲，
时年29岁。牺牲前她告诉大
家：“吩咐一切的人别为我悲
伤！我死，没有什么关系，我是
时刻准备牺牲的，希望大家
要继续努力，加倍地努力！”

茅丽瑛牺牲后，党组织
为揭露敌人的阴谋，激发人们
的爱国热情，在上海各大报
纸登报丧启事，上海各界爱

国人士成立了治丧委员会。
12月16日至17日，上

海万国殡仪馆举行隆重公
祭，数千名群众满怀悲愤
的心情，向静卧在鲜花丛
中的女共产党员茅丽瑛做
最后的告别。《申报》为此
记载：“其情绪之哀伤，为
鲁迅先生逝世后所未有。”

1962年，著名剧作家于
伶完成以茅丽瑛为原型的舞
台剧本《七月流火》，反映了上
海人民的抗日斗争。作品甫

一问世，便引起了文艺界的
广泛关注，当时即有十余个
省市话剧院、团同时排演。
1981年，《七月流火》还被改编
为同名电影。

1989年，在茅丽瑛遇害
50周年之际，上海举行隆重的
纪念座谈会，并在南京东路烈
士遇害处勒石纪念。翌年，塑
烈士雕像于其母校———上海
市第十二中学（原启秀女中）。
茅丽瑛永远活在人民的心
中。 （据新华社报道）

从风沙蔽日到推窗见绿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郭洪申 见习记者 薛一群

改革先锋风采

“倍感光荣，深感肩上的
担子更重了！实际上，我只是
祖国钢铁长城上的一块砖，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而
是无数保家卫国军人的荣
誉。”谈起荣获“改革先锋”称
号，53岁的山东枣庄军分区
政委韦昌进告诉记者。

如今的韦昌进，戴着眼
镜、温文尔雅，殊不知他就是
当年血洒疆场、喊出“向我开
炮”的“王成式”的战斗英雄。
这么多年，他只能戴上义眼
来保持视力，身上的22处伤
口依然历历在目……

韦昌进曾参加边境作
战。战斗中，为保住阵地，他
利用报话机引导炮兵，高呼

“向我开炮”。在坚守哨位的
11个小时里，他全身负伤22
处，左眼、右胸被弹片击穿，
由于伤势过重，在后方医院
昏迷7天7夜。

“永远做一枚奋勇出膛
的炮弹，组织指到哪我就打
到哪，不断发出光和热。”战
斗结束后，韦昌进被中央军
委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
号，荣立一等功，被人们誉
为“活着的王成”，参加全国

巡回演讲，受到国家领导人
接见……但是，他没有沉浸
在鲜花和掌声中，而是牢记
自己对组织的承诺，在每一
个岗位上都留下扎实的奋
斗足迹。韦昌进先后在淄
博、济南、蓬莱、泰安、枣庄
等地任职，从一名战士成长
为师职领导干部。

担任连队指导员，他带
出3个提干对象和4名考取
军校人员；担任军校教员，
他每年都给新学员作报告，
结合战场案例深入讲解基
层政治工作课，带出很多优

秀骨干；担任人武部政委，
他大力整改基层专武干部
队伍，经验做法被上级转
发；担任军分区副政委时，
他督导包片城区基层武装
部基础设施率先达标……

2017年6月，韦昌进调
任枣庄军分区政委。上任
后，他团结带领一班人将目
光锁定在抓学习、抓落实、
抓军分区的建设上。一年多
来，他深入全市近一半镇

（街）武装部和部分民兵连
做调研，梳理出兵员征集、
国防动员、基层武装建设等
6类33个建设问题；带领党
委班子成员接手历史遗留
问题、整治民兵武器装备仓
库、规范民兵组织整顿、改
善选兵定兵方式，立改废释
40多个指导基层抓落实的
规范和意见。

2017年7月28日，韦昌进
被中央军委授予“八一勋

章”，习主席亲自颁授勋章和
证书。这个日子，韦昌进终身
铭记。他说：“‘宁愿自己鲜血
流，不让祖国寸土丢’是永远
不变的誓言。如今，我唯有更
加努力地工作，才对得起党
和人民给予的荣誉。新时代
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动员令
已发出，我要不忘初心，在新
征程上继续冲锋在前，不断
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力
量。” （据《人民日报》）

保卫改革开放和平环境的战斗英雄韦昌进———

“永远做一枚奋勇出膛的炮弹”

“孤岛”抗战女杰———茅丽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