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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呼伦贝尔市：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爱国情 奋斗者

在泰山凌汉峰怀抱，
金山之阳坐落着一座陵
园———泰安革命烈士陵
园。被苍松翠柏拱卫的陵
园内，安葬着八路军鲁中
军区敌工部部长鲁宝琪。

鲁宝琪，1913年出生
于山东省泰安城关一个富
裕的家庭里。学生时代的
鲁宝琪，随着年龄和知识
的增长，激发了他救国救
民的责任感。

17岁时鲁宝琪考入山
东省立高中。1931年3月，
鲁宝琪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1932年7月，受中共山
东省委委派，鲁宝琪、王心一
等人到胶东海阳、牟平一带
开展党的工作。同年8月，王
心一、鲁宝琪等根据山东省

委的指示，建立了牟平、海阳
两县第一个中共县委———
中共牟海县委，王心一任书
记、鲁宝琪任宣传委员。

鲁宝琪当时的公开身
份是瑞泉中学教员。在瑞
泉中学期间，他经常利用
课余时间到附近各村指导
党的工作，检查督促发展
党员、开展党的活动。各村
党的负责人也常常到学校
向他汇报工作，接受指示。
通过他卓有成效的工作，
附近的党组织发展迅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后，鲁宝琪按省委指示，组
建中共泰安县临时县委并
任书记。参与组织“泰安县
各界抗敌后援会”“泰安县
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

“泰安县抗日救亡剧团”及

“泰安人民抗敌自卫团”，并
任自卫团政治部主任。

日军侵占泰安城后，
鲁宝琪带领60余人参加了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起
义武装组成八路军山东人
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
他任一中队指导员。起义
初始，部队吃住条件极差，
人员思想不稳定，鲁宝琪
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努力
做好中队的思想政治工
作，对起义部队的巩固和
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8年2月，山东省委派
鲁宝琪回泰安组建泰安独立
营。鲁宝琪回泰安后，发展武
装近百人，于5月中旬建立了
四支队泰安独立营，洒海秋
任营长、鲁宝琪任教导员。

1939年鲁宝琪调山东

纵队政治部任科长。1942年
他被派到泰山一带敌占区，
任八路军鲁中军区敌工部
部长，负责搜集日、伪军情
报和交通工作。鲁宝琪整顿
了泰安地下情报交通站，搜
集了大量情报，完成了对过
路干部的接应护送等任务。

鲁宝琪具有很强的自
我牺牲精神。他的脚有病，
走路困难，组织上给他配
了一匹马，可是他的工作
性质不允许骑马去完成，
要求隐蔽迅速地去完成，
因此，在执行任务时，他比
起别人就更加困难。他常
诙谐地说：“我是无产阶级
的身子，资产阶级的脚，能

吃苦不能跑路。”调侃过后
他仍是不歇脚地工作。

1943年10月，鲁宝琪
带通信员到泰安城东布置
工作，由于奸细告密，伪军
数百人于半夜包围了鲁宝
琪的住处。拂晓时，敌人开
始射击，密集的枪声惊醒
了鲁宝琪等人，鲁宝琪猛
然察觉到已陷入敌人的包
围之中。他不甘束手就擒，
向敌人猛烈还击。但因寡
不敌众，他的腹部、大腿和
手臂多处中弹。在危急时
刻，他想到的首先是党的
机密，为了不给敌人留下
一点党的秘密，他忍着剧
痛，把一个随身携带的笔

记本嚼碎吞到肚子里，便
昏迷过去，不幸被俘。

被俘后，鲁中军区积
极组织营救。鲁宝琪在狱
中坚贞不屈，为严守党的
秘密拒绝饮食和治疗，坚
持斗争，因伤情急剧恶化，
于10月20日牺牲。

泰安市委党史办副主
任李耀德说：“鲁宝琪是我
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
产阶级革命战士，敌工战
线上的传奇英雄。他为党
为人民奋斗终生，虽死犹
生。他给后人留下了最感
人、最高尚的精神财富。他
的光辉形象与泰山共存!”

（据新华社报道）

《内蒙古日报》消息 5
月5日自治区党委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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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部署会后，呼
伦贝尔市委迅速行动，于当
日下午召开四届市委第112
次常委会，对大学习大讨论
工作做出安排部署。

常委会议指出，开展
大学习大讨论是强化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教育的重要载

体，是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
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落地生根的重要举措。全
市各地区各部门单位党委
（党组）要加强对大学习大
讨论的组织领导，要围绕自
治区党委提出的七个方面
内容，结合工作实际，坚持
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
一，以大学习大讨论统一思
想、破解难题，真正把学习
讨论成果、思想解放成果、

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思路、政
策措施和实践成果。要充分
利用各类媒体，加强宣传报
道，营造浓厚氛围，引导广
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建言
献策，形成推动全市高质量
发展的磅礴力量。

5月7日开始，呼伦贝
尔市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
员牵头，围绕七个方面的
讨论内容，根据分工和工
作实际进行宣传工作调

研。调研工作结合全国、全
区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
大调研工作要求，深入各
自分管片区，了解情况、认
真查找问题、研究提出对
策，分别形成各个专题的
对策建议报告。呼伦贝尔
市委宣传部还召开全市宣

传文化系统专题学习会，
学习自治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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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方案，并对大学习大
讨论工作做出具体安排。

5月7日，扎兰屯市按
照自治区《关于开展思想

再解放、笃行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学习大
讨论实施方案》有关要求，
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联
合举办了全市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专题轮训第三期
培训班。 （李玉琢）

见到赤峰市农业技术
推广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
研究员汪耳琪，是在她的办
公室。正是刚上班的时候，办
公室里有同事在向她汇报
工作，她干脆利落地安排部
署后，抱歉地笑着对记者说：

“现在正是春耕时节，也是我
们最忙的时候。”

今年57岁的汪耳琪，是
自治区“温饱致富”工程先进
个人一等奖获得者，全国粮
食生产先进工作者，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第十二
届全国人大代表……

作为内蒙古农业大学
农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她擅
长理论联系实际，长期工作
在田间地头第一线，运用自
己丰富的理论知识，解决农
业技术推广工作中的诸多
难题，被同行誉为“专家型人
才”。当地老百姓只要提到

她，就会高兴地说：“给我们
送技术的人，我们的人大代
表。”

前几天，她和同事下
乡，给农民“送”去了国家今
年的农业补贴政策。当地农
民都知道她，也爱听她说话，
纷纷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
汪耳琪一对一、不厌其烦地
做了详细解答。看着说得口
干舌燥的汪耳琪，农民们不
好意思地说：“你是全国人大
代表，离党中央近，离我们也
近，你讲得全面又准确，比电
视上说得还好，我们能听明
白。”

对这份信任，汪耳琪倍
加珍惜，也有小小的自豪。她
说：“其实，我就是认认真真
地做好了本职工作，没干些
啥特殊的。要说做得最连续
的一件事，恐怕就是引进推
广了玉米全膜双垄沟播栽

培技术吧。”
赤峰市是典型的旱作农

业区，从2008年开始，在上级
领导积极支持下，当地引进
了全膜双垄沟播栽培技术，
并且逐渐发展形成了适合
赤峰市推广应用的高效节
水抗旱丰产栽培技术模式。

汪耳琪说：“这条路我
们走了10年，取得了很大成
功，并且在全区推广开来。”

由于有这项技术做支
撑，截至目前，赤峰市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00亿
斤以上，占我区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的1/5，并跻身全国
27个百亿斤粮食生产大市
之列，被农业部评为“全国
粮食生产先进市”。

这其中，汪耳琪功不可
没。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
性。粮食产量上去了，地膜

造成的污染也日渐显现。
“地膜覆盖技术确实

好，在防御干旱中起到重要
作用，但是它所带来的污染
也不容忽视。”汪耳琪说，通
过观察发现，如果每亩地全
膜覆盖用6公斤地膜，秋收
后2/3的废地膜就会残留在
土壤里，不利于农业可持续
发展。

如何在保证粮食产量
和质量的前提下把地膜污
染减少到最小？这成了汪耳
琪日夜思考的问题。

白天，她深入田间地头
走访调研；晚上，查阅大量资
料找实例。潜心研究后，她认
为，使用高标准、可回收的地
膜，是可行之道。

2014年参加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时，她向大会提交了

“保护生态环境，解决地膜
白色污染问题刻不容缓”建
议。她把自己所掌握的第一
手资料准确而详实地写进
建议里，并提出解决方法：
把农用地膜厚度的最低标
准从0.008毫米提高到0.01
毫米以上，使农用地膜方便
回收，形成再利用循环链
条。建议提交后，受到各级
领导重视。

汪耳琪说，当选全国人
大代表履职5年来，她独立
向大会提交关于农业、农村
发展有关方面的建议16份。
其中2014年提出的“关于完
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顶层
制度设计”的建议受到财政

部高度重视，在制定农业保
险政策时，财政部领导专程
到内蒙古与她进行沟通交
流。

聊起以上种种，汪耳琪
认为这是人民群众对她的
信任，赋予了她这一神圣职
责，使她有机会以“人大代
表”身份发挥专业特长，履
职尽责。

可以感受得到，她的谦
逊中有着不一样的坚定。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5
年，我深深理解了‘人民选
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
民’这句话的深刻内涵。我
会一直铭刻于心，用它鞭
策、激励自己，继续尽心尽
责，为‘三农’发展发挥自己
最大的力量。”汪耳琪说。

汪耳琪：一生只做一件事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白喜辉 刘国新 高瑞锋 徐永升 徐 跃

鲁宝琪：抗日先锋身陷“虎穴”壮烈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