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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再解放、笃行新发展
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大
学习大讨论”动员部署会，
是在我区发展跨越关口和
调整转型的大背景下召开
的，呼和浩特市各级各部
门干部认为，会议具有很
强的现实针对性，要以思
想“破冰”推动高质量发展

“突围”，准确把握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导向，推动
新发展理念在首府形成生
动实践。

呼和浩特市发改委及
时传达会议精神，各级党
员干部反响强烈。大家表

示，作为首府城市，更应
“敢”立潮头，努力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呼和
浩特市发改委副主任、新
闻发言人王杰说：“全市发
改系统将充分发挥‘项目
部、参谋部’作用，牢牢把
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实质，深学力行，大力抓好
绿色生态项目的实施，加
大利于绿色生态发展政策
措施的制定和施行力度，
促进其早见成效，助推全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呼和浩特市委政研
室、改革办副主任杨士君

说：“自治区党委决定在县
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中开展‘思想再解放、
笃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
质量发展大学习大讨论’，
很及时很必要。从呼和浩
特市全面深化改革实际出
发，站在全区乃至全国践
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应该
把握三个着力点：一是真
正做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牢固树立抓紧抓好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就是抓
住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魂
的理念不动摇；二是坚决
贯彻落实好生态文明建设

各项决策部署，积极调整产
业结构，上项目、扩投资必
须重点围绕绿色环保进行，
逐步退出有损生态环境的
企业；三是深化干部和人才
队伍建设的改革，没有这个
硬措施，一切好的思路举措
乃至政策，都难以贯彻落实
到位、见到实效。”

“这次思想再解放、笃
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
量发展大学习大讨论，既

是一次自我审视、查找不
足、实现提升的大好机会，
更是一次发散思维、抢抓
机遇、加快高质量发展步
伐的重要契机，我们决心
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理
念，提高自我素质，为我旗
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
自己的努力。”土左旗委宣
传部门的干部在动员部署
会后表示。

土左旗委书记成红亮

说：“土左旗将把‘思想再
解放’作为加快发展的头
号工程，通过开展学习研
讨、专家讲座、干部轮训、
学习考察等专题活动，建
立微信学习平台、发展实
践平台，推动形成‘4+2’理
论与实践互动模式，树典
型，立标杆，推动形成一批
高质量发展实践成果，努
力开创土左旗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 （郑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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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爱国情 奋斗者

“钢铁裁缝”王要飞———焊花飞溅铸匠心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地克服解决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更好地加
强改进干部队伍思想和作风建设，自治区党委决定开展“思想再解放、笃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本报即日
起开设“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大学习大讨论”专栏，刊发全区各地
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的进展情况和成效成果，把学习讨论的成果、解放思想的成果、调查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工作
思路、政策措施和实践成果，切实把思想认识提升上去，把干劲斗志激发出来，为奋力开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凝聚力量。

开
栏
的
话

弧光闪烁、焊花飞溅，
伴着“刺刺”声响，一道细密
整齐的鱼鳞纹焊缝在王要
飞的“巧手”下完美成型。32
岁的王要飞已经参加过陕
京三线、印度管道工程、兰
成中贵线、中俄东线等多个
国内外大型工程的建设，是
位老“焊”将。

“焊枪和焊条，好比裁
缝手中的针和线，‘巧裁缝’
才能焊得‘天衣无缝’。”王
要飞说。

回到15年前，王要飞可
没这么把焊接当宝贝，甚至
有些不屑。在做木匠的父亲
半逼半劝下，望着家里好不
容易凑齐的3000元学费，他

才不情愿地答应上技校学
电焊。

毕业后，王要飞进入中
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
司第三工程分公司工作。
第一天的开工培训彻底扭
转了他的观念———老师们
手握焊枪在钢板上均匀焊
接，犹如画师在画板上描
绘风景，不一会儿，一道笔
直光滑、上下左右都是一
个纹路的焊缝勾勒而出。

“那时才知道焊缝可以这
么美！”

望着自己“蚯蚓”般扭
曲的焊缝成品，王要飞决定
奋起直追。平焊、横焊、立
焊，每个位置反复练；传统

焊、氩弧焊、气保焊，每种技
术反复学；为了练习手的平
稳度，他在手臂下方吊着砖
头练平举，一练就是半天。
飞溅的焊花落在手臂上烫
起水泡，倔强的王要飞仍不
愿放下焊枪。

“经常我们工休时，要
飞还在练习焊接手法，车间
里总能看到他的身影。”和王
要飞一起工作了近10年的侯
明明告诉记者。王要飞的焊
接技术突飞猛进，全线焊接
合格率能达到99%以上。拿
氩弧焊来说，焊缝的高低差
在1毫米以下已是高水平，王
要飞能达到0.5毫米以内。
2018年，他在第六届全国职

工职业焊工决赛中一举夺
冠。

2007年，王要飞参加印
度东气西输管道工程，现场
气温高达四五十摄氏度，上
千摄氏度的焊花连牛皮围
裙都能烧漏，溅到身上钻心
地疼；2009年，涩宁兰工程
在青海段施工，零下二三十
摄氏度的低温，一道焊口得
爬冰卧雪半小时以上，一天
下来至少10小时。这样的艰
苦环境下，王要飞硬是咬牙
坚持了两个月。

除了“能吃苦”，“爱钻

研”“愿分享”也是王要飞给
同事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有
一年，在兰成中贵双管并行
敷设的工程中，其中一条管
线需要用到RMD气体保护
焊接技术。当时机组只有王
要飞和另一名同事掌握，王
要飞主动请缨，带着工友们
练习掌握。随着技术推广，
焊接一道口的时间从20多
分钟降到10分钟左右，焊道
密气、内凹的焊接缺陷也大
为减少。

熟练掌握管道传统焊
接技能的同时，王要飞还在

低碳钢结构件、铝合金焊接
技术、不锈钢焊接技术等方
面进行钻研，他与团队共同
研发的可变径电动火焰切
割机和焊工冬季用黑玻璃
烘干器，夯实了企业焊接技
术的薄弱环节，提高了施工
效率。

不久前，王要飞荣获
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王
要飞期待，通过一批批“巧
裁缝”的精心雕琢，覆盖全
国、连通海外的油气管
网，能在神州大地安全铺
就…… （据《人民日报》）

在湖南省湘潭市党史
馆人物厅内的展壁上，悬挂
着革命烈士黄君珏的老照
片，照片中的她面容清秀、眼
神坚毅。她以身殉国的英勇
事迹在家乡依旧广为流传。

黄君珏，原名黄维■，
1912年生，湖南湘潭人。
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
团，在长沙从事妇女工作。
马日事变后，面对严重的白
色恐怖，她离开长沙，只身
来到上海，转入上海中学学
习，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后
就读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在
校期间，她积极参加抗日救
国运动，被选为学生会委

员，曾组织领导复旦学生到
南京请愿和营救被捕学生
的运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34年，黄君珏参加了
远东情报局的工作。远东情
报局是第三国际派驻上海
的秘密情报工作机构，主要
搜集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帝
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
外交等各种情报。黄君珏机
智勇敢，胆大心细，工作很
有成效，受到情报局领导人
的信任和器重。

1935年，由于叛徒出
卖，该组织受到破坏。黄君
珏机警地掩护另外两名同

志脱险后，自己却不幸被
捕，被判7年徒刑。1937年全
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第
二次合作，八路军武汉办事
处将黄君珏保释出狱。在党
组织安排下，黄君珏回长沙
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领导筹
办了一所难民妇女工厂。这
一工厂成了流亡妇女的避
难所，也为抗日救亡做出了
贡献。

1939年，黄君珏被派到
太行根据地工作，先后在太
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华北
《新华日报》社任总会计兼
管委会秘书主任等职。1942
年华北新华书店成立，兼任

审计室主任，为华北新华书
店起草制定财务管理制度
和经济核算制度。为了便于
工作，她将出生才三天的独
生子送到老乡家寄养，从此
孩子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
母亲。

1942年5月，日军对太
行山根据地发动残酷的“五
月大扫荡”。3万多敌人实行
所谓“铁壁合围”战术，用数
十架飞机配合，作梳篦式的
扫荡，妄图消灭太行山根据
地。黄君珏和华北新华书店

的同志在转移途中与敌遭
遇，经过战斗后化整为零，
分散隐蔽。

在危急时刻，黄君珏对
大家说：“我们决不当俘虏。
我有一支枪，三发子弹，起
码打死两个鬼子。”6月2日，
又有几个同志被日军发现，
全部不幸牺牲。黄君珏和两
个女同志隐蔽在辽县庄子
岭的一个山洞里，被日军包
围。狡猾的敌人不敢进洞搜
索，却在洞口架柴放火，浓
烟顿时弥漫了整个山洞。危

急关头，黄君珏毅然冲出洞
口，举枪打死两个敌人，然
后飞身跳下悬崖，壮烈牺
牲，这一天正是她30岁的生
日。

湘潭市地方史志研究
学者何歌劲说：“黄君珏同
志以死殉国，宁死不当俘
虏，一直战斗到了生命的最
后一刻，她是人民的坚强战
士，家乡人民的骄傲，她用
鲜血书写了‘为有牺牲多壮
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
神。” （据新华社报道）

奋战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太行女杰黄君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