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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1.土默特右旗美岱召

镇群众反映，乡村环境卫生

状况改善不明显，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力度还需加大。

土默特右旗美岱召镇

组织何家圐圙等 7 个村开

展环境综合整治，投资150

万元对全镇绿化树木实施

全面养护；新建污水处理

站2座，改造公厕35个；在

瓦窑村整村安装无害化厕

所 58 个；出动 2595 人次，

装载机、挖机 687 台次，拉

网式清理垃圾 1.262 万立

方米，农村环境卫生状况

得到改善。

（包头市委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

2. 呼和浩特市、包头

市等地群众反映，应急部

门应进一步提升宣教队伍

能力水平，加大安全生产

新闻宣传力度。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在

全区范围内分级组建安全

生产新闻宣传“双百”“双千”

“双万”骨干队伍，要求每个

盟市、旗县本级至少有1名

新闻发言人、1名理论专家，

10名通讯员、10名网络评论

员，100名志愿服务者、100

名监督员。目前已审核登记

新闻发言人127名、理论专

家124名，通讯员1228名、

网评员1212名，志愿服务者

10705名、安全监督员10598

名，并举办了业务骨干培训

班。（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3.锡林郭勒盟群众反

映，人社系统公共就业创

业服务作用发挥不够，“招

工难”“就业难”问题尚未

完全缓解。

锡林郭勒盟人社局牵

头打造集政策宣传、公共

就业创业服务、培训孵化

等功能为一体的“锡林郭

勒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

心”，于10月下旬举行就业

创业服务推介会，开展现

场人才招聘、创业推介展

示、技能培训对接、创业担

保贷款办理等活动。现场

为 6 家企业兑现援企稳岗

补贴等 6 项政策补贴近

300万元，为5名个人代表

兑现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

补贴 17 万元；征集 150 家

用工企业，提供岗位 4083

个，进场求职人数5137人，

达成就业意向1032人。

（锡林郭勒盟委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4.乌兰察布市部分群

众反映，非公有制企业技

术人员迫切需要进行技术

职称评定。

乌兰察布市工商联对

全市非公有制企业专业技

术人员开展技术资格初审

评定工作，涉及经济管理、工

程、机械、化工、水利、市政等

专业领域，接受832人评审

材料，其中653人通过初审。

（乌兰察布市委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5.喀喇沁旗锦山镇贵

宝沟村群众反映，近年来实

施“坡改梯”“引水上山”“高

效节水”等农业工程，改变

了原来靠天吃饭的生产状

况，但是单纯种粮食作物经

济效益不高，希望能够因地

制宜发展经济作物。

锦山镇政府组织贵宝

沟村“两委”成员、村民代表

多方考察调研，决定发展耐

旱林果山楂种植。今年冬季

已种植3年生山楂大苗450

亩，明年即可结果，预计每

亩增收2000元左右。

（赤峰市委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

周士第将军纪念馆静

静矗立在他的家乡琼海市

的椰林间，作为海南省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这里经常迎

来全省各地的参观者。两个

展厅里丰富的资料和照片，

详细介绍了将军一生参加

历次中国革命战争的辉煌

战绩，给前来参观的党员干

部、市民游客、中小学生留

下深刻印象。

周士第，1900 年９月

出生于海南省乐会县（今

海南省琼海市）新昌村一

个农民家庭，７岁入本村

私塾，11 岁考入乐会县立

高等小学，14 岁考入琼崖

中学。他早年积极参加爱

国学生运动。1919 年五四

运动爆发后，琼崖中学等7

所学校成立琼崖十三属学

生联合会，周士第被推选

为干事，与王文明、杨善集

等学联领导人参加领导琼

崖学生运动。

1923 年春，周士第赴

广州，结识了共产党人徐

成章，并参加徐成章等人

发起成立的琼崖评论社的

活动。1924 年考入黄埔军

校第 1 期，同年 11 月毕业

后，参与组建孙中山的建

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

队，先后任见习官、副队

长、队长，曾参加支援广宁

农民运动、平定商团及军

阀叛乱、援助省港大罢工、

保卫广东革命政府等斗

争，受到中共两广区委的

高度赞扬。1924 年 12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25 年 11 月，周恩来

以铁甲车队官兵为基础，

在肇庆组建国民革命军第

四军独立团，周士第任第1

营营长，后任该团参谋长、

代理团长、团长，参加北伐

战争，同叶挺一道，指挥汀

泗桥、贺胜桥等战斗，为北

伐军将军阀吴佩孚残部驱

逐出湖南、湖北立下赫赫

战功。所部敢打硬仗，屡建

奇功，被誉为“铁军”，之后

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

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周士

第任团长。

1927年8月1日晨，周

士第拒绝国民党军二十五

师师长李汉魂跟随张发奎

的要求，根据中共前敌委

员会决定，率七十三团参

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

十一军二十五师师长。起

义军南下广东失利后，他

辗转于香港、南京、上海、

西安、福建等地，参与策划

推翻蒋介石的活动。1933

年，周士第到福建 19 路军

处建议蔡廷锴联络红军、

反蒋抗日，并受命到中共

中央革命根据地边境接潘

汉年、张云逸等到福州同

19路军洽谈。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

士第任八路军 120 师参谋

长，先后参加指挥著名的

陈庄战斗和黄土岭战斗等

重大战事。1940年秋，周士

第 粉 碎 了 日 军 三 次“ 扫

荡”，接着参加了百团大

战。1942 年 10 月，根据毛

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

示，周士第提出组织武工

队，武工队在主力部队和

群众的配合下，挤掉敌据

点140多个，摧毁日伪政权

800 多个，收复 3000 多个

村庄。

解放战争时期，周士

第先后任晋北野战军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

第 1 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

治委员、第 18 兵团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协助徐向前

工作，参与指挥晋北、晋

中、太原、扶郿、进军西北、

西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周士第历任西南军区

副司令员、人民解放军防

空部队司令员、训练总监

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

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中

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1959年以后因病再没有担

任实职工作，1979 年 6 月

30日病逝于北京。

琼海市党史办退休主

任许德长说，周士第作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

将领，参加了历次中国革命

战争，为民族独立与解放，

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

化、正规化建设建立了卓著

功勋。毛泽东曾称赞他有

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坚定

性。 （据新华社报道）

节至大雪，城市人说

天冷，农家人愿天寒，因为

恰是宰猪杀羊的好时光。

2019 年 12 月 7 日 中

午，磴口县成百上千城镇

居民及南来北往的客人，

涌向补隆淖镇黄土档村，

参加第三届乡村民俗文化

旅游节中的分项活动——

河套平原年度最为红火的

传统节日“年猪节”。

今天这规模，可是往

年任何一年都比不过的

“大吃”，况且在临河区、杭

锦后旗两场已开的前提

下，若无新鲜花样，哪有这

么多客人、新闻媒体聚焦？

节日期间，除了开展往

年常有的文艺表演、民间工

艺和食品展览、大众体育项

目推广、旅游体验活动外，

还增设了产业扶贫、现代农

业经验交流等内容。

今年的“年猪节”意义

非凡，肉品行情好，养猪户

家家“中头彩”。这不，村民

王建平家 502 斤的大猪荣

获此届活动“年猪王”称号。

按猪肉原产地时价每市斤

最低 20 元计算，也为主人

提供了1万元以上的收入。

这年份，这收入，罕见！

肉 品 价 高 是“ 大 环

境”，河套还有“小气候”。

巴彦淖尔市“天赋河套”农

业区域公用品牌的高定

位、开创性运作，使河套平

原的农产品、一二三产融

合品的方向性、知名度、溢

价率大幅提高。

大批精明的“吃货”看

上去是来“吃吃吃”的，而

实质上是来“买买买”的，

也有产业同行、食品加工

企业主是来“学学学”、“寻

寻寻”的。

“天赋河套”的价值谁

也不如河套人自己了解。

看现场，河套人捷足先登，

“自家的好东西，自家人先

要吃好”，临走还要打包。

原产地“一手货”：沙

漠有机大米、瓜子、白面、

胡油……城里人打开车辆

后备箱，抢入家庭“囤”年

货。

主办方一工作人员介

绍说，虽说在来客占比中，

外省区人员比较少，人们

开 玩 笑 说 是 家 里 人“ 偷

吃”，实为“打样”，“天赋河

套”要给地里的每粒种子、

桌上的每道饭菜定标立

规，交流是最好的经验分

享、渠道发现和思路顿开。

当然，也不乏“眼馋”

他人的嫌疑，因为“传说”

和“闻香”是最好的勾引。

一位来自临河的食客笑着

对记者说，“看我吃，看我

壮，看我‘嗨’得爽！”

冰天雪地的现场俊男

靓女不可阻挡的“冻吃”，

描摹着“天赋河套”主题设

计“送给世界的友好食物”

的文化魅力。

“天赋河套”品牌形成

后的“年猪节”大舞台的搭

建，就是要告别一家一户、

春种秋收、单打独斗的小

农经济生活！

“天赋河套”让河套特产名利双收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梁海龙

周士第：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