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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北
大荒博物馆，有一幅版画，题为《第一
道脚印》。画面里，乌云低沉，垦荒勘
测队的几位战士扛着设备，拄着木
棍，行进在茫茫雪原，身后留下一行
行脚印。

这里，曾是苦寒蛮荒之地。北大
荒的拓荒史，始于先驱者的第一道脚
印。

挺进！挺进！向荒原挺进！
为了开发这片神奇的黑土地，十

万复转官兵奔赴北大荒，揭开了人类
垦荒史上的壮丽篇章。

北大荒的沧桑巨变了不起！一代
又一代北大荒人披荆斩棘、开拓进取。

昔日的亘古荒原，如今已变成我
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北大荒正努力
打造“农业领域航母”。

挺进，向亘古荒原开战

今年91岁的老党员王在邦，曾作
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参加 1949年开国

大典阅兵式。第二年，他跨过鸭绿
江，入朝作战。1958 年 4 月，王在邦
带着妻子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
黑龙江边陲小城密山，开发北大荒。

和王在邦一样的几万名复转官
兵，当年吹响了开发北大荒的“集结
号”，10 万名官兵扛着红旗，挑着行
李，穿过山林，越过沼泽，直插北大荒
腹地。

时间回溯到1954年6月，王震将
军来到黑龙江省汤原县，看望正在施
工的铁道兵战士。当看到官兵们垦
荒收获的粮食、蔬菜后，王震有了把
大批复转军人留在黑龙江“办农场，
为国家多产粮食”的想法。

王震将军找到当时的铁道兵副
师长余友清，在谈话后的第二天，余
友清就背了一个小包，带了一个警卫
员去踏查。他们在蒿草丛生、野狼出
没、沼泽遍布的北大荒腹地，长途跋
涉，风餐露宿。

1955年1月，铁道兵部队的第一

个农场——八五〇农场成立。
短短两年时间，铁道兵多个师的

复转官兵 1.7 万多人挥师北上，先后
创建了八五二、八五三、八五四等 12
个八字头农场。

曾参加过西南剿匪、抗美援朝的
李胜清，1958年来到八五〇农场。刚
站稳脚跟，1959 年初，李胜清就把远
在河南老家的父母、妻子、兄弟以及
岳父母接来，和他一起开发建设北大
荒。如今，李胜清一家在北大荒已有
4代人，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
工作在农业生产一线。

八五〇农场的建设，为复转官兵
开发北大荒提供了经验，一批又一批
官兵向荒原发起集团式进军。1958
年，北大荒迎来开发高潮，当年10万
复转官兵挺进北大荒。

开发，向广袤黑土地要粮

八五〇农场第一管理区第一作
业站——王震将军点燃第一把荒火
的地方，当时这里一片沼泽，野兽出
没，风雪肆虐，荒草齐腰高。

在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摆放
着当年使用的犁具、锄头。该馆馆长
丁军说，当时没有农具，复转官兵就

从日寇遗留的地下工事里捡来炮弹
皮、废铜烂铁等，自制农具。

1955 年 5 月，大地解冻，官兵们
迎来了建场的第一个春天。一些低
洼地还有冰碴，牲口在里面抬不起
蹄，一步一趔趄。余友清提出人拉
犁，年近半百的他跳进泥浆里，带头
拉犁开荒。

两天下来，余友清感到用50人拉
一台犁，效率太低，他改装犁具，改进
拉犁方式，用20人拉，后来改为12人
或8人拉。就这样，开荒早期，靠人拉
犁唤醒了沉睡千年的黑土地。

在余友清带领下，官兵们第一年
就开出了14.45万亩荒地，做到了“当
年开荒、当年生产、当年收益”。

王在邦回忆起当时的生产场景，
那真是“早起三点半，地里三顿饭，晚
上看不见，锁头把门，烟囱站岗”。

“但我依然不后悔，我骄傲，我是
北大荒人。”老人说起那段岁月，依然
激情澎湃。

今年105岁的郭德福老人，1955
年10月来到北大荒，曾担任八五〇农
场的生产队队长。他说，当时苗出来
后，没几天杂草就封垄了，草比苗高，
在苗长成期间， （紧转第二版）

是谁，唤醒沉睡千年的黑土地
——十万官兵决战北大荒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谭楚甲 孙伟）3 月 30 日，市委书记包
惠在达州会见了四川银行党委副书
记、董事、行长郑晔一行，双方就进一
步深化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市委副
书记、代理市长严卫东一同会见。

包惠对郑晔一行的到来表示欢
迎，对四川银行给予达州的关心支
持表示感谢。包惠说，达州的发展
离不开金融的支撑。当前，达州主
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积极创建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
区，实现“两个定位”、争创全省经
济副中心，需要金融业提供更有力
的支持。希望四川银行一如既往地
关注达州、支持达州，不断丰富金融
业态、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进
一步深化银政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郑晔表示，四川银行将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积极参与达州各项建设，助
推达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何政、唐志坤、李祝荣参加会见。

深化银政合作
实现共赢发展

包惠会见四川银行客人 严卫东一同会见

春季天干物燥，我省森林草原防
火又到了一年中最关键时刻。全省各
地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坚
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更有
力的举措，切实筑牢森林草原“防火
墙”。

森林草原防火事关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作为重要
的自然资源，森林和草原具有涵养水
源、净化空气、保持生物多样性等多种
功能。一旦发生火灾，不仅会对生态
环境带来极大破坏，损坏房屋、公共服
务设施等，甚至吞噬宝贵的生命，造成
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必须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抓好森林草
原防火工作的重大意义，一刻也不能
放松，长期抓、经常抓、时时抓，持续做
到警钟长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侥幸心理是森林草原防火的大
敌。时刻绷紧森林草原防火这根弦，

就是要对当前严峻的防火形势保持高
度警惕，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保持
始终清醒，特别对那些司空见惯、容易
被忽视的问题，切不可麻痹大意。只
有思想上的弦绷紧了，才能在行动上
高度自觉，各项工作和措施才能跟得
上并持续发力；只有不放过每一个环
节、每一个流程、每一个步骤，消除盲
区和死角，尽最大努力把问题发现在
前、解决在先，才能从源头上消除、减
少违法用火行为，堵住漏洞，避免小隐
患诱发大事故，把火灾危险消灭在萌
芽之中、成灾之前。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防患于
未然。森林草原防火任何时候都不能
麻痹大意，任何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
必须用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实而又实
的工作，切实构筑起防范森林草原火
灾的铜墙铁壁，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提供坚强保障，为经济社会发展
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绷紧森林草原防火这根弦
□四川日报全媒体评论员

·公益广告·

达州党史上的今天达州党史上的今天

●1933 年，川陕省委抽
调机关妇女干部100余人、群
众积极分子200余人，成立了
妇女独立营，营长陶文荣，政
委曾广兰。

●1948 年，国民党保安
队对虎、南、大赤区进行围
剿，游击队决定化整为零，分
散隐蔽，转移至大竹县永兴
场、波漩河等地开展地下斗
争。

●2015 年，市政府廉政
工作暨全市依法行政工作会
议召开。会议要求，要深入
开展“法制建设年”活动，以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政
府工作。

●2020 年，全市机关党
的建设、机关党风廉政建设
暨干部驻村帮扶工作会议召
开。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天泉 整理

3月31日 近年来，达州钢铁致力于环境
保护和发展循环经济，大力打造绿
色、环保型的多样化厂区。在厂区
绿化面积超3万平方米的基础上，对
环保治理继续投入大量资金、人力
物力。广大员工发扬主人翁精神，
点燃艺术激情，碰撞艺术火花，合理
利用废旧物资，充分发挥想象力和
创造力，设计制作了各式各样的装
饰艺术品。

炼铁厂维检车间原料大班自创
特色文化墙，把警示安全、提醒打卡、
努力工作等温馨提示语，用生动有趣
的漫画、图表表达出来，花小心思换
来班组大变样，营造了新颖的文化氛
围，时时警醒、激励班组成员团结奋
进，砥砺前行。

“办公楼后面曾经被大家忽视的
闲置地，去年公司整体规划布置后，
发生了质的变化。有了凉亭、游步
道、绿油油的小草，尤其是那句‘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的醒目标语，让员工内心得到
升华。我对厂区的变化感到欣喜，对
企业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安全
环保部员工李青全高兴地说。

为紧跟达州钢铁4A级工业旅游景

区花园式工厂建设步伐，轧钢厂员工充
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巧妙利用生
产中的边角余料和废旧物品，巧妙构
思，设计制作了一系列富有达州钢铁
特色的工艺品和卡通画，它们有的造
型独特、结构精巧， （紧转第二版）

达州钢铁:

点燃艺术火花 打造七彩厂区

蝶变的达钢蝶变的达钢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 3 月 30 日召开会议，审议

《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重大成就，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
料基地、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
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更加巩固。

会议强调，中部地区承东启西、

连南接北，资源丰富，交通发达，产业
基础较好，文化底蕴深厚，发展潜力
很大，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
全局性意义。进入新发展阶段，中部
地区发展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根本目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
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着力建设绿
色发展的美丽中部，着力推动内陆高
水平开放，着力改革完善体制机制，着
力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着力提
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推动中部
地区加快崛起，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指出，中部地区作为全国大

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空间枢纽，要
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加快建设现代
化基础设施体系和现代流通体系，促
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发
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积极服务和
融入新发展格局。要把创新作为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科技创新引领
产业发展，形成内陆高水平开放新体
制。要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加
强能源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加强生
态建设和治理，实现中部绿色崛起。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
的《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
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
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紧密相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
庭文明建设，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家
庭建设的新期盼新需求，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推动
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习
近平同志围绕注重家庭、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

对于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
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
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
点，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
梦、民族梦之中，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7个专题，共计107
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
15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8 日期间的报
告、讲话、谈话、说明、答问等60多篇重
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
发表。

□据新华社

《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