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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3月29日，自治区“草原
学习轻骑兵”宣讲小分队第
二轮宣讲走进呼和浩特，长
期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研
究的自治区“草原学习轻骑
兵”小分队成员蔡常青，走进
干部群众和村民中间，结合
实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
全国两会精神传递给大家。

上午，蔡常青为呼和浩
特市各级干部宣讲，着重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讲话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
工作的总体要求，并联系呼
和浩特市的实际进行了详

细解读。
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

局副调研员贺天锁说：“这
次宣讲有很强的针对性，听
了很受启发和鼓舞。下一
步，我们将深入分析当前存
在的问题，持续发力，打好治
理大气、水、土壤污染攻坚
战，确保我们的环境质量和
空气质量一天比一天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环境问题，既是改善
环境民生的迫切需要，也是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当务
之急。为了更好地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呼和浩特正着手

对全市的建筑工地实行六
个百分百的监管，还在全市
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努
力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我
们的环境质量。”呼和浩特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副
局长刘四平说。

呼和浩特市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常培忠说：“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
了内蒙古在全国生态安全中
的战略定位，系统阐述了抓
好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重点
工作，为我们各行各业进一
步做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
遵循、指明了方向。”

“今天降温刮风，没想

到您顶着大风准时来了，村
民们听说您来给传达两会
精神，都早早等上了，大家
都想知道国家对农业方面
有啥惠农新政策，下一步该
咋做。”当天下午两点，当蔡
常青来到土左旗塔布赛村
的现代农业园区蔬菜大棚
种植基地时，塔布赛村委会
党支部书记张忠旺紧握他
的手高兴地说。

随后，蔡常青来到村委
会与村民面对面交流起来，
鼓励大家要把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努
力探索出一条符合实际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突出特点就是关注民生，养
老、医疗、教育、就业等很多
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
党和政府都挂在心间，我们

更应该一心一意谋发展，聚
精会神创业增收致富啊。”
蔡常青和大家聊着。

张忠旺说：“是啊，党和
政府对我们的关怀，让我们干
劲倍增，我们一定按照总书记
的要求，大力开展农村环境整
治、绿化美化村庄，大力推进
红色旅游，带动村民致富，
走出一条生态好、群众富、
可持续的乡村振兴之路。”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县
柴沟堡镇中心花园的中央，
矗立着一尊高大的青铜雕
像，铜像身披戎装，一手叉腰
凝望前方。他就是抗日英雄武
士敏将军，一生为中华民族解
放而英勇奋斗，直到跃马前
线与日军鏖战为国捐躯。

武士敏，字勉之，1892
年出生于河北怀安县柴沟
堡镇。幼年读私塾，1908年考
入宣化中学堂，毕业后入天

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学生
时代加入同盟会。曾参加护
国讨袁战争。1918年参加陕
西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
1925年任国民军第3军骑兵
支队长。1926年赴苏联考察
军事。1927年回国后，任西北
军第1师2旅旅长、第42师124
旅旅长兼潼关警备司令等
职。1936年西安事变后，任国
民革命军陆军第169师师长。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

后，武士敏率部开赴河北、山
西抗日前线。1939年升任国
民革命军陆军第98军军长。
1941年5月，中国军队中条山
战役失利。武士敏率领第98
军转入敌后，与八路军一起
在山西抗击日军。9月下旬，
日军集中主力将第98军合围
在山西沁水县东峪、西峪。日
军多次派人劝武士敏投降，
但均遭拒绝。9月23日，日军
向第98军发起攻击，武士敏

指挥部队顽强抵抗，多次组
织突围。9月29日，武士敏在
突围战斗中头部中弹，因失
血过多牺牲，时年49岁。

武士敏牺牲后，晋冀鲁
豫边区政府追认他为革命
烈士，全区举行追悼大会，并
决定将他的牺牲地沁水县
改为士敏县。1983年怀安县

政府重新修葺了武士敏故
居，陈列他生前遗物。

武士敏故居已成为怀
安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武
士敏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
气，不但没有随着岁月的流
逝而消失，而且被发扬光大，
永留人间。”从事文史研究工
作多年的怀安县退休干部

张进善说。
2014年9月，武士敏名

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
烈和英雄群体名录。2015年9
月，武士敏铜雕在怀安县柴
沟堡镇落成。每年清明、烈士
纪念日，当地广大干部群众
纷纷来到铜雕前祭奠，缅怀
英雄。 （据新华社报道）

“草原学习轻骑兵”小分队走进呼和浩特宣讲全国两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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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 奋斗者

在陕西省神木市沟掌
村，三月的风吹过樟子松林
地，一片“簌簌”声。大片的长
柄扁桃在风中晃动着光秃秃
的枝桠，期盼着五月的花期。

张应龙驾车在林地里
穿梭查看，为即将到来的植
树季做着准备。在他的手
上，毛乌素沙漠中38万亩沙
地，变成了富有生机的林
地、绿地。但张应龙对此并
不满足，他说，治沙只是第
一步，他要做的是让沙漠绿
地产生经济效益，真正为老
百姓从沙漠中找出一条“生
态致富”路。

100万：误打误撞的治沙

57岁的张应龙自小生
活在神木市。“我们这里虽
然位于毛乌素沙漠，但我算
是生活在城里的。”张应龙
说。2002年，他偶然来到位
于毛乌素沙漠腹地的沟掌
村，被眼前的景色惊呆
了———沙丘连着沙丘，起起

伏伏延伸到天尽头。大漠风
沙，日色渐昏，零星的海子
里飘着几只倦鸟。

“那时我觉得，这里如
果再有一些绿色，那真的是
诗情画意啊！”张应龙说。白
天看了风景，晚上和沟掌村
的村民喝酒时，有几分醉意
的张应龙就答应了投资治
沙。那时候，他在北京的企
业做高管刚攒下了几百万
元身家。这本是酒后戏言，
但没想到过了几天，村里人
就拿着承包合同找上了门。

三杯吐然诺，陕北汉子
张应龙二话不说签了合同，
承包了19.2万亩的黄沙地。
但最开始这件事他并没有
完全放在心上，投资100万
元，请了朋友代为管理。但
是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了代
管者的消息。

“要盖宿舍，一块砖从
外面拉到沙漠里就得2毛
钱；刚推出一条路，一晚上
沙子吹得全埋上了……朋
友说，别说100万，1000万砸

进去也没用啊。”接到消息
的张应龙从外地赶了回来，
跑到沙漠里严肃思考后面
该咋办。2003年，张应龙放
下了别的事，一头钻进沙漠
里开始种树。

16年：“是沙漠教育了

我”

在张应龙的眼里，这里
的风景已经褪去了最初的
诗情画意。一个外行，要在
沙漠里种树，谈何容易？“那
时候我几乎把钱都投进去
了，眼看着300多万元花得
差不多了，啥效果也没有。”
失败让他不愿意见人，独自
坐困愁城。

“后来我想开了，我既
然不懂，就求助于懂的人。”
张应龙说。他走访了许多高
校和科研院所，拜访过许多
专业人士。一位中科院专家
告诉张应龙，在沙漠里种树
不能盲目，一定要先把水保
住，这样土壤中的养分才不

会流失，种树的成活率才能
高。同时还要种混交林，乔灌
结合。这让张应龙茅塞顿开。

一边学习，一边实践，
他逐渐总结出了治理沙漠
的有效方式———“乔灌草三
步走”立体治沙模式。第一
步，先把沙蒿种成“草方
格”。这些活的草方格不仅
能把流沙分成小块，还能保
住表面的干沙，有利于减少
蒸发量；它本身还会生长，
继续固沙，刮来的草种也能
在草方格里扎根。第二步，
在沙蒿形成的草方格中种
紫穗槐。紫穗槐是灌木，能
够固氮，提高土壤养分。第
三步，保水保肥后，栽种樟
子松等适宜的乔木。

16年的光阴，把“门外
汉”张应龙变成了“治沙达
人”。翻看荒沙滚滚的旧照
片，再实地穿行迎风摇曳的
林地，昔日与今朝泾渭分

明。在一片林地中，地面的
沙层有了黏性，呈现半沙半
土的状态，张应龙说，这就
是植物产生的腐殖质对沙
地的改造，这里的生态在向
良性一点点变化。

“沙地的变化是非常缓
慢的。破坏生态可能只要很
短的时间，治理却可能需要
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
张应龙说，“这么多年我深
刻感受到，不是我改造了沙
漠，而是沙漠教育了我。”

38万亩：“沙里淘金”的

新征程

张应龙的造林面积目
前已超过38万亩。而已近花
甲之年的张应龙并不满足
于沙漠治理仅仅产生生态
效益，他希望能从沙漠里找
到一条“生态致富路”。经过
多年的实践，他找到一种叫

“长柄扁桃”的灌木兼备生
态与经济特性。

“长柄扁桃根系特别发
达，抓沙固土和适应能力更
强；存活期长达百余年。一
旦成林，能够长期发挥生态
效益。”张应龙说，“一般灌木
隔几年就需要平茬，否则会自
然枯死。长柄扁桃却不需要平
茬，能节省大量管护费用。其
本身还是一种油料作物，有
很好的经济价值。”他还利用
毛乌素沙漠天然形成的“新
月状”沙丘，试验种植葡萄、
花楸、蓝靛果等经济作物。

“沙丘的迎风坡种生态
林，沙湾的背风坡向阳地可
以种经济林。根据沙漠的条
件因地制宜，种九留一。这
种模式如果成功，完全可以
撬动毛乌素沙漠的生态经
济，‘沙里淘金’就能真正变
成现实。”张应龙说。

（据新华社报道）

“治沙达人”张应龙：大漠蓬未断 花甲槿正荣

武士敏：大义凛然 抒写爱国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