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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于2021年3月
30日于《内蒙古日报》3版发布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自治区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现更正如下信息:拟处置包头市华银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等两户债权资产包，公告有效期由15个工作日更正为20个
工作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21年4月12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更正说明

□新华社记者 胡锦武 赖星

于都河畔，月亮攀上了故乡的屋
檐。

江水起伏光点闪烁，像是一颗颗跳
动的归心。

80 多年前，你告别家乡，踏上征
途。中央红军8.6万余人的长征队伍，
仅剩3万多人。无名烈士，难以计数。

你的名字，化作散落的红星。
人们一次次沿着你的足迹，寻找你

的名字；人们一遍遍走进历史深处，重
温你的故事。

你的故事，成为一个民族永远的记
忆。

你的精神，铸就一个民族信仰的丰
碑。

你的名字，是散落的红星
“始生三月而加名”，“男子二十冠

而字”。对于中国人而言，名字是一个
人人生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的见证。

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
江西于都，英名墙上16356位烈士的名
字依籍贯整齐排列，这些金色的名字在
红褐色大理石上熠熠生辉，而据碑文所
述：“犹有数以万计之烈士，姓名无考，
故有留白，喻其圣洁。”

红色，是于都最鲜艳的底色；长征，
是于都最动人的记忆。其中，既有国
情，也含家思。

苏区时期全县 6.8 万余人参加红
军，几乎每5人中就有1个参加红军；长
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于都籍烈
士倒下。

“然而，在长征途中倒下的一万余
名于都籍烈士中，只有少数人的事迹被
记载流传，另有6643人北上无音讯，而
绝大多数连名字都没留下。”这样的对
比，让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黄发
斌深感痛心。

英雄走时，虽然无名；英雄走后，不
该寂寞。为寻访烈士英名，补全英烈事
迹，2019年以来，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
馆寻访工作组队员两次外出寻访，行程
超过一万公里。

一路上，寻找到的每一条线索、核
对过的每一组数字、英烈后代的每一次
回忆都让他们感受到，越是走进历史深
处，越是发觉历史的沉重。

广西，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
念园。他们看到一处开阔的石头阵，
每块石头下面都安葬着无名烈士的遗
骸，与周围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融为
一体。

贵州，遵义红军烈士陵园。英名墙
上镌刻着1338个英烈的名字，“90后”
队员蔡铭对照于都籍烈士名录一个一
个进行核对，看着这些和自己年纪一般
大就牺牲的战士，他的心被狠狠地刺痛
了。

身处广阔无垠的若尔盖大草原，一
股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湍流而来。黄发
斌情不自禁地哼唱起《长征组歌》，“雪
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
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

“对于英烈来说，留不留名或许并
不重要。但作为后辈，我们有责任去寻
找，这既是对烈士英灵的告慰，也是对
家国记忆的延续。”截至目前，黄发斌等
人已找到7名散落在外的于都籍英烈，
另有280名英烈的相关信息有待进一
步核实。

你的名字，是不朽的丰碑
如果以人数算，于都县革命烈士纪

念馆找到的名字并不多，但每一个名字
都弥足珍贵，字字千钧，蘸满了家国情

怀。
2019年 7月，河北省石家庄，烈日

灼人。
寻访组队员赖金玉风尘仆仆地赶

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得知她的来意
后，陵园相关人员深受感动，并将江西
籍烈士的相关资料交予她。

赖金玉从中找到了杨承德、邓典
龙、钟奇等三位英烈的名字。隔着八十
余年的光阴，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段
尘封已久的往事。

“他们长征到达陕北后，都在抗战
中牺牲，但家乡的人们并不知晓他们的
经历，更不了解他们的事迹。”赖金玉回
到于都后，便着手联系当地电视台为烈
士寻亲。

一年后，赖金玉接到一个来自唐山
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大姐说，自己的父
亲赖富和钟奇、邓典龙是战友，他们的
名字均在父亲的回忆录上出现过。

赖金玉等人循着这一线索，逐渐确
定了钟奇、邓典龙等人于都籍的身份，
他们的相关事迹也愈加清晰。

“河北之行的收获，给了我们很大
信心。”2020年10月，黄发斌带队沿长
征沿线进行第二次寻访。

在贵州黄平县，他们亲历了一场阔
别八十余年的相逢。

“于都老家来人了。”见到黄发斌等
人，失散红军钟兴明（又名钟元享）的子
女们热泪盈眶。

钟兴明是于都靖石乡人，在长征途
中因伤掉队留在黄平县安家。他曾告
诉子女，在黄平牺牲的红军战士中有很
多是于都老乡。找到这些战友的遗骸
并将其安葬，是老人生前未了的心愿。

老人去世后，当地村民在修路时才
偶然发现其中一具红军烈士的遗骸。
据党史部门考证，1934年12月，这名于
都籍战士被在此设伏的敌人杀害。

黄发斌一行人随钟兴明的女婿张
礼平来到这位无名英烈的墓前。墓碑
无言，像一双深沉的眼睛凝视着站在它
面前的人。

众人深深鞠躬，伫立良久。
长征沿途，散落着难以计数的无名

英烈，或因负伤、或因疾病牺牲，还有的
为不当俘虏而选择跳崖，有的则被敌人
集体坑杀。多少年来，这些忠魂埋骨他
乡，他们生前有过怎样的期待呢？

你的名字，是永恒的信仰
长征，是时代留给这片热土血脉相

承的烙印。
46岁的肖庆根是仙下乡西洋村第

一书记，他从未想过自己和强渡大渡河
的红军勇士会有怎样的联系。

于都河——大渡河，山水相隔
1900余公里。

直到2020年10月，于都县革命烈
士纪念馆寻访工作组来到位于四川石
棉县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
馆。

在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名单中，
他们发现，其中赫然写着“萧汉尧”三个
字。莫非几十年遍寻不到的肖汗尧，就
是他？

“我们将从于都带去的材料和四川
方面记载的姓名、部队编制等信息进行
比对发现，这个‘萧汉尧’就是我们于都
的肖汗尧。”黄发斌说。

肖汗尧，1930年参加革命，长征后
“北上无音讯”。

肖家长辈只知道肖汗尧参加了长
征，却不知他的下落。他们担心，当老
人们逐渐过世，“肖汗尧”这个名字所承
载的一段记忆会慢慢褪去。于是，根据
赣南风俗，肖庆根的父亲肖湖北在年幼
时被过继给肖汗尧。

“肖汗尧是我叔叔，我奶奶等他等
了一辈子。临终前，都还在念着他的名
字。”年近七旬的肖湖北对这位从未谋
面的叔叔知之甚少。

从黄发斌口中得知肖汗尧的事迹
后，肖湖北和家人喜极而泣。原来，他
们从小便知道的“十八勇士”中竟然有
自己的至亲。

“这一定是特别的缘分。”肖庆根在
八一建军节那天出生，后报名从军，是
一名有着16年军龄的老兵。2017年，
他被选派为西洋村第一书记后，便扎根
基层，带领村民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
兴。

走过八十多年风雨，这片土地上的
红军后代，正传承着祖辈的长征精神，
续写着新的报国传奇。

在于都，以长征、红军、长征源命名
的学校、街道、场馆比比皆是，长征精神
与其中蕴含的红色基因，在一代又一代
人的血脉里流淌。

数日前，一场淋漓的春雨，洗尽了
英名墙上的尘灰，碑文愈显清晰——

“岁月沧桑，烈士之遗骨无以觅焉，
唯余英雄事迹，为后人念也。”

（新华社南昌4月11日电）

寻 找 你 的 名 字
——一份不断延长的英烈名录

□新华社记者 张改萍 王小鹏

“现在，你可以在柏油路上驾车从
乌干达的一个角落到达另一个角落，
而这些路多数是中国企业修建的。”乌
干达执政党全国抵抗运动副总书记理
查德·陶德旺日前在坎帕拉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陶德旺感慨地说，“一带一路”倡
议让沿线国家民众联系起来，得到沿
线国家欢迎，这正是“一带一路”倡议
的“美丽之处”。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日发布
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指出，
多年来，中国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
地区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多
种形式的援助，减免有关国家债务。中
国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支持帮助
相关国家更好实现减贫发展。

陶德旺认为，在处理对非关系以
及与整个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中国
执政党领导人目光很长远。他指出，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交往真诚、务实、可
持续。

陶德旺说，在非洲，特别是在撒哈
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中国人正在建

造水坝、修建公路，提高农村的发展能
力。比如在乌干达，就有中国企业建
造水坝，帮助当地发展经济。

陶德旺表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
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注重环境治理，在

“地球村”中“守护住中国的传统文
化”，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

2019年9月至12月，陶德旺曾在
北京大学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班。
对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陶
德旺深有感触。

“非洲国家领导人应向中共学习
执政理念，中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这样的发展思想，对任何
国家政府和官员来说，都是实现成功
执政的关键所在。”陶德旺说。

“中国共产党人对贫困问题有着
深刻理解”，“一旦你知道了贫困的根
源，贫困问题就相对容易着手解决
了”。谈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打赢
脱贫攻坚战这个话题，陶德旺这样说。

陶德旺表示，在中国减贫实践中，
“每个人都会努力完成既定目标”。他认
为，正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才能保
持经济快速发展，并消除绝对贫困。

（新华社坎帕拉4月11日电）

柏油路上驾车远行
感受“一带一路”美丽
——乌干达执政党副总书记陶德旺畅谈

中国执政党对非政策令人信赖

□新华社记者

近日，一些西方人士相继发表两
封由前美国白宫官员起草的所谓公开
信，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和新冠病
毒溯源研究国际专家组进行无端攻
击，拒不承认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和
中方联合发布的研究结果。信中宣扬
的种种谬论，本质是对病毒溯源研究
的政治操弄，行为卑劣，用心险恶。

明明世卫组织和中国开展的是联
合溯源研究，公开信非要站在“有罪推
定”的立场称之为“调查”；明明世卫组
织和中方的研究成果推进了人类对疫
情的重要认识，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公
开信非要凭空臆想、拒不承认；明明参
与联合溯源研究的国际专家组成员具
有广泛代表性和科学独立性，公开信
非要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字里行间充
斥政治偏见。

两封所谓公开信，几乎是同样一
批人干的，都由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
委员会委员孟天行起草。发表时间经
过精心选择：一封选在世卫组织即将
发布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前夕，一封选
在报告发布之后。操弄者为了博取眼
球、制造烟雾，可谓苦心孤诣。翻开这
些所谓公开信，人们看到的不是以科
学态度、专业精神为病毒溯源研究建
言献策，而是打着科学的幌子，不遗余
力地对病毒溯源研究进行政治操弄，
对世卫组织和专家组施压，对中国展

开有预谋、系统化的攻击和抹黑。
疫情暴发以来，病毒溯源工作长

期受到政治因素干扰，所谓公开信不
过是再次泛起的沉渣。美国一些人出
于政治私利，执意将病毒溯源问题政
治化，企图破坏中国同世卫组织及其
他国家的抗疫合作。这些人的卑劣行
径，严重阻碍全球溯源合作，毒化全球
抗疫氛围，损害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利
益。失道者寡助，他们的政治操弄令
人不齿，也注定失败。

中国为全球抗疫所作的贡献有目
共睹。就拿病毒溯源研究来说，中方在
国内疫情防控任务十分繁重情况下，两
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开展溯源研究。
世卫组织专家组在武汉工作期间，中方
提供必要协助，充分展现开放、透明、负
责任的态度。中方的行动得到了专家
们的高度赞赏和充分肯定。多名世卫
组织及国际专家表示，中方开放程度

“始料未及”，武汉之行成果“超出预
期”。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为推动病
毒溯源国际合作作出了表率。

病毒溯源研究事关全球公共卫生
安全和数以亿计人的生命，是极其复
杂和严肃的科学问题，容不得伪科学
家“搅局”，容不得无良者政治操弄，迫
切需要全球携手合作。全球抗疫的历
程一再向世人昭示，人类是一个命运
共同体，只有用科学战胜愚昧，用团结
战胜孤立，用合作战胜偏见，才能重建
我们的美好家园。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政治操弄病毒溯源研究
卑劣险恶！

□新华社记者

职业教育的发展，体现国家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教育现代化水平。党的十
八大以来，尤其是国务院颁布《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20
条”）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走上
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快车道，职业教
育面貌发生了格局性变化。

如今，我国共有职业学校 1.13 万
所，在校生3088万人，建成世界规模最
大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
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职教一
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成为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见效最快的方式。

从“层次”到“类型”：下活一盘大棋
长期以来，“低人一等”的偏见严重

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考不上高中去
读中职，考不上本科去读高职”的想法根
深蒂固。针对这一误区，“职教20条”开
宗明义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
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职教20条”还提出，开展本科层
次职业教育试点，为此，2019年以来，
教育部批准27所学校独立举办本科层
次职业教育。2021年，教育部印发《职
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其中设置
了247个高职本科专业，并印发《本科
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

行）》，正式建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
设置管理的国家制度。

从中职到高职专科，再到本科层次
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

“天花板”被打破。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20年全国高职

分类考试招生逾300万人，超过高职学校
招生总数的60%，缓解了“千军万马过独木
桥”的高考焦虑，促进了教育结构优化。

分类考试招生成为招生主渠道，
“1+X”证书制度试点加快推进，职业教
育国家学分银行落地运行，“三教”改革
持续深化……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举措
频频出台。

“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已经构建起来。”教育部职业
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有关负责同志说，我
国职教发展迈入了提质培优、增值赋能
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理顺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人才
培养迈向高质量

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越来越优秀，
越来越抢手了——这是不少企业的真
实感受。

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
生中，超过10%的专科生进入到华为、腾
讯、比亚迪等知名企业就业，2020届毕业
生就业率达96.97%。海口旅游职业学校
与40多家企业缔结校企战略合作关系，
争抢进校招聘席位的各类企业达上百家。

毕业生受欢迎，缘于培养质量的提
升。对接重点产业优化专业结构，强化
工学结合、注重实训、模块化的教育教
学活动，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一系列“组合拳”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奠定基础。

在湖南，从2010年开始，按照“标
准化培训、高强度训练、程式化管理”的
模式，职业院校的专业教师都需要下到
车间，培训完毕之后进行考核，考核不
合格的调离教学岗位。

近年来，职业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支
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在服
务国家战略、服务区域发展、服务脱贫
攻坚、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全国职业学校开设1300余个专
业和10余万个专业点，基本覆盖了国
民经济各领域，有力支撑我国成为全世
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完善制度体系：架牢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的四梁八柱

“十三五”期间，我国建立健全以职业
教育和普通教育“双轨”运行为标志，以纵
向贯通、横向融通为核心，同经济社会发展
和深化教育改革相适应的新时代中国特色
职业教育体系。展望“十四五”，教育部职
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将加快构建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技
能型社会，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职业教育

要做好制度建设三件大事：一是建立职
教高考制度。依托这一制度，把中等职
业教育和高职专科教育、本科层次职业
教育在内容上、培养上衔接起来。二是
健全普职融通制度，促进职业教育与普
通教育的资源共享和理念借鉴。三是
健全国家资历框架制度，规定职业教育
的学生和普通教育的学生学习成果等
级互换关系，进而规定在特定领域两个
教育序列的学生都享有同等权利。

此外，“十四五”期间，还要在促进
体系有效运行支撑条件方面加以完善，
包括搭建产业人才数据平台，及时准确
发布人才需求预测，科学引导职业院校
专业设置、招生规模和人才培养目标定
位；完善专业教学标准，深度开发以职
业能力和学业水平为核心内容的专业
教学标准，为教学质量整体提升和建设
提供制度保障；支持产教融合型企业，
探索建立基于产权制度和利益共享机
制的校企合作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建
立大学培养和在职教师教育齐头并进
的双轨制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化培训体
系；完善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等。

“我们还要健全公平的升学和就业
制度，确保职业教育轨道学生在升学、
求职、工作待遇、职务晋升等方面都享
有与普通教育轨道学生平等的机会。”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有关负
责同志说。（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人人出彩 技能强国
——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就综述

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馆员翻越夹金山时留影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馆员翻越夹金山时留影（（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4 月 11 日，在马来西亚吉兰丹州首府哥打巴鲁，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魏家祥
（左）与动车合影。由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株机）为马来西亚研制的
混合动力米轨动车组11日在马北部吉兰丹州上线运营。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中车株机混合动力米轨动车组在马来西亚运营

一名老红军后代在于都烈士纪念园英名墙上寻找亲人的名字（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赖星 摄

百国百党看百年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