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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下，杨柳吐绿；微
风中，桃杏花香。阴山脚下
的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横亘东西数十公里的交通
大动脉两侧，绿植长廊串
起一个个公园广场，吸引
着无数市民在如画美景里
徜徉。

城市绿道如画廊

晨曦渐次照亮大街小
巷，主干道上车辆疾驰，开
始忙碌起来；而道路两旁
绿道里，行走的人们呈现
出悠闲的“慢节奏”。

“以前人车混杂，出行
不便；现在各行其道，畅通
无阻。”在建设路南侧绿道
上步行的王先生告诉记
者，他家住昆都仑区，单位
在30公里外的东河区，最
近天气暖和了，他每天早
晨先徒步锻炼5公里，再坐
公交车去单位，“掐着点儿
出门，不慌不忙，正好赶上
上班时间。”

阴山南缘、黄河北岸

的包头市，是内蒙古最大
的城市，地域狭长。2014年
以来，当地政府把横穿昆
都仑区、青山区、九原区、
东河区4个主城区的钢铁

大街、建设路、巴彦塔拉大
街，统一用15米宽的绿植
带贯通，又在道路两侧开
辟出专门的城市绿道将人
车分离。

绿植带两边的绿道宽
4.5米，由1.5米绿色步道和
3米的红色自行车道组成，
主要用彩色透水混凝土铺
装，踩上去脚感绵软而有

韧性，并且具备渗水功能。
晴天树影婆娑，雨天烟雾
迷蒙，行人漫步其中惬意
舒畅，美如画卷。

包头市园林绿化管理

局局长王彬说，此前城区
慢行系统结构单一，相关
基础设施薄弱，步行骑行
空间较少，机非混行现象
严重，不太安全。绿道沿线
设置驿站、公交接驳点、自
行车停放点等设施，满足
市民休憩需求的同时，实
现“公交+慢行”的无缝衔
接，可供市民在健步、骑

行、乘车等多种出行方式
间自由“切换”。

串起生态新体系

“半城楼房半城树”的
包头，2002年获“联合国人
居奖”，2005年被命名为

“国家园林城市”。目前，全
市1万平方米以上的公园
绿地广场达71个，拥有亚
洲最大的赛汗塔拉万亩城
中草原。

过去，这里各公园广
场之间缺乏联系，绿色空
间开放不足。如今，城市绿
道将沿线的八一公园、赛
汗塔拉城中草原、奥林匹
克公园等15个公园广场，
以及包头大剧院、会展中
心、体育馆等公共设施，蜿
蜒串联起来，为市民打造
出一条适宜低碳出行、自
然景观良好的百里绿色走
廊。

初春时节，赛汗塔拉
城中草原明显热闹起来。
一条10公里的环形步道

上，骑行人、健步者不时经
过，不少踏春市民在步道
边山桃花前拍照流连。

“以前去公园得抽时
间专程跑一趟，现在走在
绿道上，随时能感受到自
然风光。”56岁的包头市民
许振威说，绿道将城市里
的绿色资源串联成网，构
建起更完整的城区生态体
系，打造了一个天然氧吧。

引领健身新风尚

“您已骑行1.4公里，消
耗热量47千卡，距下一个
自行车驿站还有3.3公里。”
在“百里绿道”的一处驿
站，72岁的骑行爱好者赵
成义看到绿道旁的健康指
示牌，停下来歇脚。

退休以后，赵成义经
常去公园骑行。自从有了
绿道，他的骑行范围扩大
了。他说，“沿着绿道能把
整个城区逛到头，一路上
穿行好多公园绿地，风景
好，又安全。”

去年，包头市在“百里
绿道”建设路段设立了10.2
公里的“健康路”，沿线竖
立起一块块骑行指示牌和
健康文明宣传牌，吸引市
民掀起了一股全民骑行、
跑步的健身热潮。

“晒步数”正成为包头
市民的新时尚。越来越多
的市民走到绿道中健身，
慢行方式成为年轻人的竞
赛项目；各种专业跑步俱
乐部和团队也在包头迅速
兴起，一些企事业单位纷
纷组织职工去绿道上搞马
拉松、彩色跑等活动。

“安全、休闲、低碳、
景观，是绿道的突出特
点。”王彬说，城市绿道有
着天生的“健康基因”，能
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健
身房”，优化生活方式和
质量。目前，市里正在北
梁棚户区旧址等地建设
城市绿道，继续释放慢行
交通优势和绿色空间的
魅力，让公众收获更多的
幸福感。

“我看到《北方新报》
和今日头条寻找烈士后人
活动的烈士名单里，有我
爷爷岳浦的名字，就给你
们打来了热线电话。这段
时间我整理了一些爷爷的
资料及家人的照片，今天
带着我的两个妹妹一起来
讲讲我家的故事。”岳陆红
说。4月10日，岳浦烈士的
孙女岳陆红带着三妹岳岩
红、四妹岳红梅来到了本
报记者部，岳陆红说她们
姐妹四人，大姐岳林红在
北京所以没法过来，听说
报社要采访爷爷的故事，
一家人都很高兴。

岳陆红姐妹三人随后
向记者讲述了爷爷岳浦的
故事，这些关于爷爷的故
事都是奶奶李香和父亲岳
钟秀告诉她们的，直到现
在回忆起来，姐妹三人仍
会泪流满面：“我爷爷岳
浦，字济川，汉族，1914年
出生，1941年牺牲，是2015
年8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
民政厅公布的350名抗日
英烈之一。”岳陆红说。

随后，她娓娓道来岳

浦烈士的故事：岳浦出生
于原绥远省归绥市玉泉区
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酷
爱读书，熟识四书五经，又
懂医道，且写的一笔好字，
对近代的进步书籍也非常
喜欢。1937年10月，日寇侵
占归绥后，人民陷于水深
火热之中。国难当头，中共
地下组织为了配合大青山
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
秘密组建了“绥蒙各界抗
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抗救
会），岳浦也参加了抗救
会。由于岳浦的爱国热忱

和一笔好字，很快成为抗
救会骨干并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1940年初，抗救会已
经拥有会员200多人。抗救
会搜集日伪政治军事情
报，筹集粮款，捐助捐献，
购买军需物资，有力地支
援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
地的斗争。

由于叛徒告密，日寇
宪兵和特务对抗救会员进
行了大搜捕。1940年阴历
十一月初九，岳浦被捕，而
这一天正是他长子岳钟秀

7岁生日。岳浦在狱中受尽
百般酷刑，却始终坚贞不
屈。1941年5月，岳浦被押
送到张家口日本监狱，继
续用各种酷刑折磨，最后
投入万人坑活埋，牺牲时
年仅26岁。

其妻李香在狱中受难
七八个月后被释放。这时
家里一切都变了，两个大
一点儿的孩子衣衫褴褛，
蓬头垢面，不成样子。不到
一岁的幼子已经夭折。不
久，岳浦年老多病的父母
亲也相继去世。一个美满

的大家庭，被日寇穷凶极恶
地残害致家破人亡。家里还
活着的大人小孩，艰难度日，
备受煎熬，直到解放后才重
见天日。1983年9月16日，岳
浦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岳陆红说，岳钟秀在7
岁生日那天之后，再也没
有见过父亲岳浦，但父亲
的精神影响了岳钟秀一
生。在岳钟秀年轻时，也曾
多方奔走收集了解父亲岳
浦烈士的信息，但遗憾的
是，关于父亲的物品实在
是太少了。

岳陆红表示，爷爷岳
浦牺牲后，遗骨一直不知
下落，在内蒙古革命烈士
陵园有个属于他的格子，
放着他的照片，每年家人
都会去那里祭扫，现在她
们也给陵园方面留下了联
系方式，今后有相关活动

都会参与。岳陆红说，希望
有关部门能多收集和宣传
介绍这些为国家和民族的
解放事业牺牲的英烈们的
故事，让历史铭记他们的
功勋。

目前，《北方新报》和
今日头条仍未找到后人的
烈士有：陈金龙，牺牲于
1939年，湖北省天门县人；
王聚德（1911-1941），陕西
省清涧县王家山人；王贤光
（1913~1941），湖北省沔阳
县人；陈一华（1911~1939）
原名陈凯，四川宣汉南华坝
村人；张云峰（1906~1945），
四川达县地区巴中人

如果您有这些革命烈
士后人相关线索，欢迎联
系“头条寻人”或北方新报
社：邮箱：xunren@toutiao.
com；电话：010-58341776、
0471-6651113。

包头：百里绿道穿城过 市民如在画中游
文/新华社记者 贾立君 安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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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浦烈士孙女讲述爷爷的悲壮故事
文·摄影/本报记者 查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