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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改革先锋风采

从河南省驻马店市区
向南走6公里，广场上一座
杨靖宇将军的雕像赫然矗
立，这里就是杨靖宇将军
纪念馆所在地。纪念馆里共
展出图片400余幅，文物120
余件，从杨靖宇将军出生到
为国捐躯，真实生动地记录
了他辉煌壮丽的一生。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
1905年出生于河南省确山
县一个农民家庭。学生时
代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
动。1925年6月，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
失败后，组织确山起义，任

农民革命军总指挥。1928
年秋到开封、洛阳等地从事
秘密革命工作。1929年春赴
东北，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
书记，领导工人运动。在河
南和东北曾5次被捕入狱，
屡受酷刑，坚贞不屈。

1931 年九一八事变
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
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
书记。1932年秋被派往南
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
32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
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
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
地。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
革命军第1军第1独立师师

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4月
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
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
指挥。同年任东北人民革
命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
员。1936年6月任东北抗日
联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
员。7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
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杨靖宇率部长期转战东南
满大地，打得敌人心惊胆
战，威震东北，配合了全国
的抗日战争。日伪军连遭
打击后，加紧对东北抗日
联军的军事讨伐、经济封
锁和政治诱降，同时对杨
靖宇悬赏缉捕。在极端艰

难的条件下，他以“头颅不
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而
忠贞不贰的意志是不会动
摇”的崇高气节，继续坚持
战斗。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曾致电向以杨靖宇为代表
的东北抗日武装表示慰
问，赞之为“冰天雪地里与
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
艰难奋斗之模范”。

1939年在东南满地区
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
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
为零、分散游击。自己率警

卫旅转战濛江一带，最后只
身与敌周旋5昼夜。他以难
以想象的毅力，坚持和敌人
进行顽强斗争，直至弹尽，
于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濛
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残忍
的日军将其割头剖腹，发现
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
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为纪
念他，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
通化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
队，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 杨 靖 宇 纪 念 馆 自
2009年起开始免费对外开

放。自开放以来，前来参观
的团体和个人络绎不绝，
很多行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驻地部队、社会团体均
在纪念馆内举行爱国主义
教育、入党宣誓等活动。”
杨靖宇将军纪念馆负责人
程娜表示，纪念馆2018年
接待参观人数40余万、参
观团体数百个，成为对广
大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
部队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
阵地。 （据新华社报道）

“张飚是我们身边的
榜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轮台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乌斯曼·巴拉提说。不久
前，被授予改革先锋光荣
称号的新疆石河子市人民
检察院监所检察科原检察
员张飚，到自治区人民检
察院介绍了参加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大会的情况。
乌斯曼·巴拉提听后，对张
飚的事迹赞不绝口。

张飚是陕西蒲城人，
当了6年兵后，来到新疆兵

团农场连队工作。1980年2
月，他调入石河子检察院，
做过书记员、助理检察员、
检察员。无论在哪个岗位，
他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一名服刑人员不服管
理，辱骂监狱执勤民警。张
飚知道后，找这名服刑人员
谈话。刚开始，这名服刑人
员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而且出言不逊。张飚
心平气和地和他谈，一次
次摆事实，讲道理。这名服
刑人员终于醒悟过来，积

极参加改造后数次减刑。
从事检察工作32年，

他参与审查服刑人员减
刑、假释材料7600多份，发
现和纠正违法减刑、假释
74人；办理在押人员申诉、
举报案件21件；监督、纠正
了9名服刑人员刑期计算
错误。

2007年7月，张飚到石
河子监狱巡查。吃午饭时，
管教干部讲了一件事：有
个服刑犯人叫张高平，一
直喊冤，不参加劳动改造，

也不和家人通电话，成天
趴在铺上写申诉材料。凭
着多年的工作经验，张飚
意识到犯人思想上肯定有
什么解不开的结，必须摸
清原因。

几天后，张飚专程到
石河子监狱调阅了张高平
的服刑卷宗，随后又多方
进行调查。不久，张高平的
申诉材料寄到有关部门。

之后，张飚多次打电话、写
信询问情况。2011年，张飚
退休了，但仍放心不下张高
平叔侄的案子，一直坚持替
张高平申诉。2012年8月，有
关单位组成工作组调查张
高平叔侄强奸杀人一案。
2013年3月26日，法院宣告
张高平叔侄两人无罪。

张飚退休后，曾到乌
鲁木齐市帮女儿带孩子，但

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
久。“我经常收到全国各地
群众的来信，希望我帮助他
们解决问题。”张飚告诉记
者。2014年，他成为自治区
人民检察院特邀检察员，至
今依然奔波在办案一线。

“为群众提供法律服
务，维护公平正义，我永不
退休！”张飚说。

（据《人民日报》）

53岁的王五命是白泥
井镇海勒苏村村民，2012
年，被国家农业部评为“全
国种粮大户”。

土地流转的实施，让
王五命坚定了种粮的信心
和决心，他瞅准时机，开始
大规模承包土地，扩大种植
面积，并先后投资130多万
元购置了农机具。在他的带
动下，村里不少外出打工的
村民纷纷返乡务农。王五命
告诉记者：“我是真切地感
受到了土地流转带来的好
处，2018年，我承包的土地
达到3700亩，种植的玉米品
种多达五六种，预计产量达
到3000多吨，纯收入差不多
100万元以上。”

白泥井镇侯家营子村
村民杨四兰是贫困户，妻
子在前两年患病，看病花
了不少钱，于是他将自己
的12亩土地全部流转出

去，这样便可以全身心地
外出打工，每年“双份收
入”达到2万多元。“通过土
地流转，我将自己的土地
承包出去，再到附近企业
当产业工人，收入也不错，
日子越来越好了！”杨四兰
告诉记者。

达拉特旗是鄂尔多斯
市的农业大旗，优质耕地
面积占全市的30.8%，粮食
产量占全市的40.8%。位于
该旗东部的白泥井镇，总
耕地面积18万亩，土地平
坦、肥沃，是该旗重要的产
粮区。近年来，侯家营子村
始终注重把现代农业与

“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
依托良好的现代农业基
础，立足发展富民经济、建
设美丽乡村为目标，全村3
万亩土地，流转面积达到
2.7万亩，并建成了大学生
创业基地，引进涉农企业4

家，注册合作社5家，新建
农家乐4家。

改革开放初期，这里
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
天”，努力解决温饱问题。随
着时代的发展，他们不安于
现状，在吃饱穿暖之后，思
谋着如何富裕起来。于是，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白泥井
镇率先开始零星的土地流
转。“当时，受限于机械化程
度低，土地流转的数量相对
较少。”白泥井镇海勒苏村
村主任石根小回忆说。

从2007年开始，现代
农业在白泥井如春潮涌
动，一个个大型喷灌的落
地，为土地流转奠定了硬
件基础。随着国家各项惠
农政策的实施，一家一户

“条块分割”式的土地模
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农
业发展的需求。打破一家
一户的零散、分散经营，实

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势在必
行。

2008年，大规模土地
流转在达拉特大地蓬勃兴
起。白泥井镇陆续引进了
供港蔬菜、华昌城、万正集
团、万通现代农牧业有限
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金
泰禾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等大型涉农企业，成立了
一大批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为土地流转拓宽了经
营主体。2018年，鄂尔多斯
市金泰禾农牧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流转土地6000
亩，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
流转土地的农民提供了
300多个就业岗位，确保了
农民持续增收。公司与农

户还形成了3种利益联结
模式，即服务协作型：坚持
产业发展与农牧民增收相
结合，实行农产品标准化
生产，采取“四统一包”的
措施，为农牧民提供技术服
务，从而扩大种植规模，农
户发挥种植技能优势，为公
司提供优质农产品；价格保
护型：按照市场情况确定农
产品最低收购价格，负责组
织实施收购，解决农户“卖
难”问题；流转聘用型：鼓励
农户直接将土地流转给公
司，通过流转土地扩大生产
经营规模。同时，返聘农户
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并支
付相应劳动报酬。

近年来，白泥井镇不

断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土
地流转成效显著，通过流转
进行适度规模化经营，提高
了农业增产的同时，也增加
了村民收入，“转”出了村民
的好日子。目前，随着农牧
民素质不断提升、致富意识
不断加强，土地流转面积从
最初的几万亩不断增加，到
2018年已达12.1万亩，流转
率为63.9%。

如今，围绕乡村振兴
战略，白泥井镇党委、政府
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把
土地流转引向深入，促进
农村生产、生活、生态、文
化等全面繁荣，开创农业
现代化的新前景，让土地
释放出更大富民新能量。

土地流转 “转”出农民好日子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刘俊平

新疆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科原检察员张飚———

“维护公平正义，我永不退休”

钢铁战士———杨靖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