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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沈阳12月18日电（记
者黄璐 王莹） 白乙化，字野鹤，满
族，1911 年 6 月 11 日出生，今辽宁辽
阳人。1928年，他考入沈阳东北军教
导队，后升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步科。
1929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预
科。期间，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
大量进步书刊，1930年秋加入中国共
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白乙化向校方
提出抗战申请。“吾当先去杀敌，再来
求学。如能战死在抗战杀敌的战场
上，余愿得偿矣！”他返回辽阳，组织抗
日义勇军，率部转战辽西、热北、锦西，
连战连捷，得绰号“小白龙”。

1935年12月9日，白乙化参与组
织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他奋勇当先，积
极组织同学集会、游行。1936年2月，
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学生抗日大会
上，他发表演讲，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
出兵抗日，收复东北，会后遭逮捕。在
监狱里，他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
织难友同反动派斗争。1936 年夏出
狱后，他奉党的指示赴绥西东北垦区
工作，历任中共绥西特委委员、中共垦
区工委书记、垦区特委书记。

全国抗战爆发后，白乙化组织成
立抗日民族先锋队，任总队长。1939
年，抗日民族先锋队与冀东抗日联军
整编为华北抗日联军，白乙化任副司
令员。在这期间，他指挥了沿河战斗，

击溃日军大岛大队。后所部改编为八
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平北军分区第十
团，白乙化任团长。改编后他即率部
参加了粉碎日军对平西抗日根据地
10 路围攻的战役，屡创日军，并在东
胡林阻击战中击落敌机1架。

1940 年 4 月，为完成“巩固平西，
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战略任务，白
乙化率十团到密云潮白河以西地区，
经大小 100 余次战斗，开辟丰（宁）滦
（平）密（云）敌后抗日根据地。组建多
支地方抗日武装，协助地方建立党组
织，领导丰滦密抗日军民开展了艰苦
卓绝的敌后武装斗争。

1940年9月至11月，白乙化及时
返回内线，寻机打击撤退之敌，一举歼
灭日军哲田中队，取得了这次反“扫荡”
的胜利。他指挥十团粉碎了日伪军对
丰滦密的大“扫荡”，并在反“扫荡”中率
部开辟新区，使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地
由初创时的4个区一下发展到8个区。

白乙化智勇双全，加上十团屡战
屡胜，根据地迅速发展，丰滦密人民十
分信赖和拥戴他。1941 年 2 月 4 日，
伪满道田讨伐队170余人沿白河向根
据地进犯，白乙化率部在密云县马营
西山与敌人激战，毙、俘敌 117 人，保
卫了根据地。但在战斗即将胜利结束
时，白乙化被日军击中头部，壮烈牺
牲，时年30岁。

“血沃幽燕小白龙”:白乙化

最美退役军人

据新华社济南12月19日电（记
者邵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
后，侵华日军连连侵占我国大片领土，
并叫嚣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这时，
他们的主要进攻目标指向了位于中国
两大交通动脉津浦路和陇海路交汇点
的徐州。日军一旦占领徐州，势必西
进郑州，南攻武汉。作为徐州东北的
屏障，大运河北岸的台儿庄，自然成为
日军争夺的目标。

为阻止日军的企图得逞，中国成
立以徐州为中心的第五战区，由李宗
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对抗号称

“铁军”的日军坂垣、矶谷两师团。
台儿庄战役是徐州会战的第一个

阶段，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与日本侵
略军在以台儿庄为重心的广大鲁南、
苏北地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役。

大战之前，台儿庄一直是运河岸
边的商业重镇，“商贾迤逦，一河渔火，
歌声十里、夜不罢市”，号称“天下第一
庄”。在这方圆不足五十公里的地域
内，日军先后投入了第五和第十两个
最精锐的师团约三万人。

在滕县失守、王铭章将军壮烈殉
国后，日军矶谷部先后侵枣庄，下峄
县，杀气腾腾向台儿庄突进。1938年
3月23日，我台儿庄守军与日军遭遇，
台儿庄战役正式打响。

当年中国军队为进驻城内布防阵
地，在运河上用木板和木船搭建了一
条运河浮桥，作为通往台儿庄城的主
要交通要道。

1938年3月24日，日军以飞机大炮
和坦克为掩护，向台儿庄城大举进攻。

台儿庄砖城建于清同治四年，城
墙四周有许多大小碉楼作为防御工
事。日军首先从中正门突入城内，与
中国军队展开激烈的巷战、肉搏战。

清真寺作为当时台儿庄的制高点，成
为日军的主要进攻目标，仅一个清真
寺就打了七天七夜。至今清真寺的墙
壁上，仍然弹孔密布，弹片犹存。

台儿庄内的巷战打得相当艰苦，
敌我双方逐街逐巷、逐房逐屋争夺。
守城31师原有4个团8000多人，死伤
近 3000 人，阵地越来越小，日军一度
占领了城内 2/3 的地盘，我军仅踞东
南一隅。

第 31 师师长池峰城坚定了与台
儿庄共存亡的决心，向全师官兵下达
命令：“台儿庄就是我们全师官兵的坟
墓！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坚守阵
地，任何人不得撤退！”他下令炸毁浮
桥，破釜沉舟，与日军背水一战。与此
同时，池峰城组织敢死队，利用夜间突
入城内，以大刀、手榴弹与日军拼杀。

在台儿庄大战期间，各国各路记
者纷纷前来报道中国的抗战实况。当
年，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在台儿
庄战场上拍摄了许多有关战役的照
片，并刊登在 1938 年 5 月的美国《生
活》杂志上。这位外国记者总结说：

“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小城镇的名
字很多，像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
……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
台儿庄。”

这场战役从 1938 年 3 月 23 日正
式打响，到4月8日取得胜利，历时16
天。胜利的时候，台儿庄已是一片废
墟，一片焦土。日军的铁帽子堵塞了
运河的水流，城内手榴弹的木柄碎片
达到三寸多厚。当年，人们形容台儿
庄天红、地红、水红。

台儿庄战役，我军以弱胜强，毙伤
日军11984人，俘虏719人，缴获了大
量的武器和战利品，但中国军队也付
出了沉重代价，3万将士为国捐躯。

台儿庄，红血洗过的战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曾
是武警战士的郑璐退役16年来，跨行
成为内蒙古电力公司乌海电业局高压
输电线上的“特种兵”，守护着黄河岸
边上万家企业、几十万个家庭的用电
安全。

2003 年刚到电业局输电处报到
时，郑璐完全是个门外汉。为了能干
好带电作业工作，他努力“啃”输电专
业书籍、虚心求教操作技巧，从一名初
级工历练成了高级技师。

在一线工作多年，郑璐和工友们
创造了连续 4069 天安全生产无事故
的纪录，2011 年、2015 年创造了乌海
地区 220 千伏线路“零故障、零跳闸”
纪 录 ，设 备 可 用 率 年 年 都 保 持 在
99.8%以上。

输电线路大都分布在野外，一旦
发生故障通常遇到的都是极端恶劣天
气。每次，郑璐和工友们都像冲锋陷
阵的战士一样，毫不犹豫地背起工具
和材料就出发，寻找故障，抢修疏通。

输电工人巡线辛苦，登塔检修更
是又累又险，他们需要爬上六七十米
甚至百米高的铁塔，穿着屏蔽服在“噼
啪”作响的高压线上带电作业。

2008年的春节，乌海地区出现了
罕见的黏雪天气，高压输电线路发生
冰冻灾害，一夜之间6条220千伏线路

发生跳闸。郑璐接到抢修命令后，迅
速赶到现场除冰救灾。整整 10 多天
的时间里，他和工友们都在铁塔上清
除覆冰，清扫绝缘子，恢复供电。

在郑璐看来，输电工人就是守卫高
压线路的“特种兵”，因此，他在输电处
推行“军事化管理”：从领导到职工，只要
是去线路工作，全都着整齐工装，出工
前像“布置作战任务”一样集合站队、清
点人数、宣读工作任务、明确安全要求。

郑璐认为，严格的纪律和安全标
准能更好地保护好大家。

“作为输电维修人员，不仅要有坚
韧不拔的干劲，还要有良好的专业技
术。”郑璐说，这些年他先后掌握了15
个输、配电项目的操作要领和技巧。
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他和团队连续
五次夺得内蒙古自治区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输电专业团体第一名。

2011 年，以郑璐名字命名的“郑
璐职工创新工作室”正式挂牌，极大调
动了基层职工参与创新工作的热情。
多年来，从工作室诞生了60多项技术
革新、管理创新成果，6项获国家级专
利技术。

“有时抢修完毕，坐在高高的铁塔
上望着远处的万家灯火，我内心就会生
出一股豪气。”郑璐说，就像当兵要站好
岗一样，输电人就要守好自己的线。

郑璐：高压输电线上的“特种兵”

据新华社长沙 12月 19 日电
（记者周勉 袁汝婷）“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常常说起自己的两个梦
——“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
盖全球梦”。“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
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我下定决心
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
挨饿”。

1956年，袁隆平带着学生们开始
了农学实验1966年，袁隆平发表了
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
文，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

1973年，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
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正式宣布
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水
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了重大
突破。

1981 年，国务院将“国家技术
发明特等奖”授予以袁隆平为代表
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

5 年后，袁隆平正式提出杂交
水稻育种战略：由三系法向两系法，
再到一系法，即在程序上朝着由繁
到简但效率更高的方向发展。

经过 9 年努力，两系法获得成
功，它保证了我国在杂交水稻研究
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1996年，农业部正式立项超级
稻育种计划。4 年后，第一期每亩
700公斤目标实现。随后便是2004

年800公斤、2011年900公斤、2014
年1000公斤的“三连跳”。

1979 年 4 月，杂交水稻国际学
术会议上，袁隆平宣读了自己的论
文《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中国第一
次将杂交水稻研究的成功经验传递
给世界。

袁隆平著于1985年的《杂交水
稻简明教程》，经联合国粮农组织出
版后，发行到40多个国家，成为全世
界杂交水稻研究和生产的指导用书。

2004年，袁隆平获得了世界粮
食奖。

“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
民，是我毕生的追求和梦想。”袁隆
平说。

据新华社上海 12月 19 日电
（记者贾远琨）“我走过的路，是一
条改革开放 40 年来一个普通工人
命运变迁的路。”上海国际港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裁、原技术
中心主任包起帆说。

科技创新让今天的上海港逐渐
成为智慧、绿色港口，而在 40 多年
前，码头作业靠的是肩扛手提、人力
捆扎，码头装卸险象环生、事故不
断。“是码头的安全问题逼着我开始
研究抓斗的。”包起帆说。

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木
材抓斗终于研制成功了。新型抓斗
成果不仅在全国港口推广，还在铁

路、电力、环卫、核能等30多个行业广
泛应用，并出口 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包起帆也由此被誉为“抓斗大
王”。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有大中型
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港口
也是如此。这时的包起帆到上海龙
吴港务公司当经理。

创新是唯一的出路。包起帆把
目光投向内贸集装箱。1996 年以
前，我国内贸件杂货水上运输依赖散
装形式，内贸标准集装箱运输产业
仍是空白。包起帆创造性地提出中
国港口内贸标准集装箱水运工艺系
统，开辟了中国水运史上第一条内贸标
准集装箱航线。内贸集装箱不仅搞活
了龙吴码头，还带动了产业的大发展。

经过不懈努力，中国集装箱电
子 标 签 相 关 国 际 标 准 ——ISO
18186（2011）终于正式发布。这成
为我国自1978年开始参与ISO（国
际标准化组织）活动以来，在物流、
物联网领域首个由中国发起、起草
和主导的国际标准。

40多年来，包起帆与同事们共
同完成了 130 多项技术创新项目，
其中3项获得国家发明奖，3项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奖，36项获得巴黎、
日内瓦等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授
权国家和国际专利50项。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9 日电
（记者李嘉瑞） 改革开放的 40 年，
是柳传志实现人生价值的40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科学
的春天”，迎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柳
传志“下海”了。但他并没想到，自
己选择的电脑行业，让他和联想集
团站在了潮头。

1994年前后，为进一步与市场
接轨，国家降低关税、取消批文，外
国的电脑产品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市
场，联想也开始了与国际电脑品牌
的竞争。

“人家是巨型战舰，我们是一叶
扁舟。”柳传志说，在与国际电脑品
牌的抗争中，联想也获得了壮大。

他记得，当时国际市场上，486
电脑已是主流，人家只把 386 电脑
卖给中国，而且价格远远高于国际
市场价格。联想生产出 486 电脑
后，国外电脑品牌立刻把自己的
486 电脑带到中国销售，并且大幅
度降价。

“当你可能战胜他时，他就会把
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柳传志感叹说。

从1984年创立联想，到与国外
主要电脑品牌正面竞争，再到世界
领先，柳传志也在改革开放这一
部大书里面写下了“联想”自己的

一页。
近些年，“联想控股”做起了天

使投资和风险投资，以“资金+经
验”的方式支持年轻人创业。

面对年轻创业者，柳传志常常
忠告：“创业要想好了，因为前面有
千难万险，但一旦选定了，要像勇士
一样往前冲。”

74 岁的柳传志仍然经常来到
位于科学院南路的办公室——这里
就是他当年创立联想的地方，创业
时的小传达室早已变成现代化的写
字楼……

伫立窗前，他可以俯瞰中关村，
看到更远的地方。

据新华社合肥 12月 19 日电
（记者张紫赟 陈诺）严宏昌、严金
昌、关友江、严立华……40年前“贴
着身家性命”干起“大包干”的18位
庄稼汉，如今只剩下 10 位，多数已
年逾古稀。

40年前，在“不许包产到户、不
许分田单干”的年代，严金昌曾因在
房前屋后种几分地的生姜大葱辣椒、
养了几口猪，被连续批斗三四天。饿
怕了的小岗人心里明白，想吃饱饭，
必须干天下人之不敢干：分户单干！
为了不走漏风声，大家特地选了有前
后两进房的严立华家。1978年冬夜，
18位庄稼汉托孤求生、立誓为盟，签
订“秘密协议”，按下鲜红手印。

“大包干”极大调动了小岗人的
生产积极性。次年，小岗便迎来丰
收，粮食总产6.65万公斤，是前十余
年产量的总和。

这如同一股强劲东风，瞬间冲
垮“大呼隆”“大锅饭”，点燃地火，唤
醒了沉睡已久的农村大地。18 枚
红手印催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最终
上升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
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由此被拉开。

如今，“大包干”带头人已逐渐
把田地流转出去，和孩子们办农家
乐、开超市，不再局限在地里刨食。

“作为小岗人，尤其是大包干带头
人，更要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
改革精神。”严金昌说。

编者按：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
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
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中华大地发生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变革。人民是
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创造者，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力量源泉。日前，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以
党中央、国务院名义表彰了一批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
锋。”从19日起，新华社开设“改革先锋风采”专栏，刊登受表彰人员的先
进事迹，用鲜活的事例讲好改革开放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故事，充分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成就，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引导全社会致敬先锋，见贤思齐，在新时代新起点上，
汇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磅礴伟力，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XIANFENGFENGCAI

因改革“走红”的18位庄稼汉 一颗稻谷的“中国贡献”
——袁隆平的追梦路

“像勇士一样往前冲”
——记“科技产业化的先行者”柳传志

包起帆：改革开放中的
中国工人创新先锋

新华社香港12月19日电（记
者朱宇轩 郭鑫 丁梓懿）乘风破浪
再扬帆，改革开放再出发！习近平
总书记 18 日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港澳引
起热烈反响。港澳主要媒体在头版
头条等主要版面，以图文等多种形
式，全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解读
习近平讲话。

香港《大公报》社评指出，讲话
给出了一个字字铿锵、感天动地的
答案：13亿中国人民将会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党中央周围，将改革开放事业
进行下去、进行到底，在新时代创
造一个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
大奇迹！

社评表示，改革开放带给包括
七百万港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最
大变化，是中国人在近代三百年以
来首次得以真正抬起头来、安安稳
稳地做人，真正感受到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上的满足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今天的中国人，知道只要努
力工作就可以改善自己和一家人的
生活；今天的中国人，知道在世界任
何地方只要循规守法就可以保障自
己的权利；今天的中国人，更坚信只

要沿着现在的道路走下去，国家一
定会富强。

香港《文汇报》社评认为，讲话
高度肯定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
取得的历史成就，以“十个始终坚
持”精辟阐述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
和深刻启示，是对40年改革开放的
最全面深入的总结。国家站在新时
代改革开放的新起点，讲话提出“九
个必须坚持”为未来指路引航，强调
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
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
走得更远。

社评说，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
中，香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获
得习主席和中央的充分肯定；习主
席还对香港投身新时代改革开放、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新嘱托、发
出新呼唤。香港更应继续以爱国热
忱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投身国家
改革开放新征程，共担民族复兴重
任、共享国家富强荣光。

《香港商报》时评表示，40年前，
国家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人间
奇迹”从此在中国上演，国家于此历
史性决策下得到飞跃发展。时评指
出，过去40年，香港成为国家改革开
放的贡献者和受益者；承先启后、继

往开来，在未来的日子里，香港诚应
秉持“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精神，
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改革开放新时
代的发展之中。

香港《星岛日报》社论表示，讲
话指出未来的改革开放路向，提出
七个坚持，为首是“必须坚持党对
一切工作的领导”，其次是“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反映内
地经过 40 年的摸索，成功缔造了
举世称羡的奇迹，逐渐建立了“制
度自信”。

19日出版的《澳门日报》《大众
报》《华侨报》《新华澳报》《市民日
报》等澳门主流报纸均以整版的篇
幅，报道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
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制作
专题梳理和解读讲话要点。

《澳门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讲
话阐述了改革开放 40 年积累的宝
贵经验，强调必须倍加珍惜、长期
坚 持 ，在 实 践 中 不 断 丰 富 和 发
展。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
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
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
需要中国。

社论指出，国家不断扩大对外
开放，主动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力

争把世界机遇转化为中国机遇，把
中国机遇转化为世界机遇。过去40
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
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
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
进行。当前，中国正在稳步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这是提升对外开放水
平、推动与世界互利共赢的重大新
举措。

社论说，乘风破浪再扬帆，改革
开放再出发。站在 40 周年的历史
节点上，我们将继续逐梦新的征
程，既要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也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新华澳报》发表社评指出，大
会在深刻总结过去40年来改革开放
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的
基础上，郑重宣示改革开放只有进
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永远在
路上的信心和决心，这是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动员大会和誓
师大会。广大濠江儿女倍感振奋、
倍受鼓舞、倍增信心。澳门特区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推动“一
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事
业，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
大奇迹。

乘风破浪再扬帆 改革开放再出发
——港澳舆论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