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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兰兰 本报记者 杨任佳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到来之
际，带着一份敬仰和激动，我们“群星
闪耀黑土地”报道组有幸采访到了
13 岁就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现年 92
岁的抗联女战士、省政协原副主席李
敏——听她讲述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和曲折跌宕的往事……

青春——战斗在白山黑水间

“强敌东来侵我国疆，施残暴，如
疯狂，白山血染红，黑水遗恨长……”
每到抗战纪念日，这首激昂豪迈的旋
律，就会从哈尔滨鞍山街一座幽深的
院落传出，这是李敏老人在用自己
的方式缅怀战友，寄托哀思。作为
当年抗联队伍中最小的女兵之一，
作为中国首批具备伞降能力的女特
种兵，李老在多年的抗战中可谓是
九死一生。

上世纪二十年代，李敏出生在萝
北县梧桐河屯。1931年“九·一八”事
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肆意侵
略使她从小就有了参加抗日的念头。
当时只有 8岁的李敏，在小兴安岭梧
桐河畔和小伙伴们参加了当地的抗日
救国组织儿童团。1936年冬天，李敏
和小伙伴们正在搞宣传演出，一队日
本骑兵远远冲来，大家赶紧分散跑
开。几天逃亡之后，13岁的李敏在老
乡家遇到了北满省委地下交通员李
升，在他的带领下参加了抗联。从那
时起，她就在李兆麟将军麾下转战于
白山黑水之间。

1938年冬天，日伪军趁着大雪进
山围剿抗联部队，李敏所在的被服厂
和医院被日军发现了。撤退时，趟着
没膝的积雪，在前面探路的李敏发现
没人跟上来。转身一看，身后的战友
又被包围了，紧接着，“哒哒哒”一梭子弹向她打来，李敏就势
倒地，滚进一个雪窝子里隐蔽起来。裴大姐为掩护战友，高呼
着“祖国万岁”牺牲了，一个女兵排只有李敏一人突围。这个
悲壮的故事后来被编写成歌剧《星星之火》，裴成春等英雄儿
女的形象感动了千万人。

1940年冬，抗联第一路军、第二路军、第三路军的主力部
队陆续撤退到苏联境内进行野营整训，后来被改编为东北抗
日联军教导旅，暂由苏联远东方面军总部接管，并被编为“苏
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在那里，李敏和一批女
兵参加了跳伞训练，成为中国首批具备伞降能力的女兵。“我
们女兵跳伞，比男的胆子还大。”选拔伞兵体检时，李敏被查出
心脏有毛病，不适宜跳伞，但是她还是执意参加了训练。此
外，李敏还接受了前线救护、无线电联络、滑雪、武装泅渡等训
练。回国后，她先后完成了侦察、通信、破坏敌占区桥梁铁路
仓库等多项任务，还参加了摧毁日军黑河军事要塞的作战行
动，立下了许多战功。

李老的军装上戴满了奖章，其中一枚“战胜日本”银质勋
章，她一直奉若珍宝。“一个个战友在我身边倒下了，我是代表
千万个长眠在林海雪原上的抗联战友戴的奖章啊……”老人
凝重地对记者说。

寻根——铭记是最好的纪念

一片碑林是李敏家的院墙——或黝黑或珠白的大理石板
上清晰地刻着抗联歌曲、战斗故事、抗战遗址名称等。老人
说，她已经制作了几百块这样的碑刻，其中的大部分都立在了
当年东北联军抗战的地点。

李敏有一个习惯，她走到哪里，都会赠送《东北抗日联军
歌曲选》，这本收录了 403首抗联歌曲的歌集，是老人用了 20
多年的时间回忆、收集、一字一句整理出来，用文革平反后补
发的工资出版的。文革中，李敏被造反派诬陷为“苏联特务”
蒙冤入狱。在狱中，李敏的身体每况愈下，频繁地吐血、便血，
让她觉得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但一个信念支撑她坚强地活
了下来：“我不能死！我要把自己的抗战经历留下来，以此纪
念和告慰牺牲的战友，让抗战精神激励更多的后人！”当时，身
边没有纸，她就把狱中供大家阅读的报纸的小空边撕下来，用
铅笔在上面写下在战场上听过和唱过的歌曲。被无罪释放
后，李敏就着手整理这些基本上失传了的抗战歌曲。

李敏的家大部分都改作了陈列室，墙上挂满了抗联各支
部队、主要将士的事迹宣传画以及抗联英烈们的照片和有关
抗联精神的书法作品，仿佛是一个小型的东北抗联博物馆。
老人用心搜集的一些陈年旧物，每一件都可作为东北抗日联
军的历史见证：从日军手里缴获的手榴弹；抗联战士曾经用过
的步枪、子弹和锅碗瓢盆；用柞树和黄柏树皮将白布染成黄绿
色后缝成的军服……李敏怀着一种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感，在
多年前开始了抗联精神的“寻根之旅”，登山攀坡，踏雪穿林，
走过了哈尔滨、大兴安岭以及乌斯浑河畔等诸多当年的抗战
故地。她说：“睹物思人，看到这些东西，我感觉就是跟战友们
在一起! ”

为让后代铭记东北抗日联军 14年苦斗史、宣传东北抗联
忠贞报国、勇赴国难、不畏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李敏历时 30
多年，在 2013年整理并出版了《风雪征程——东北抗日联军
战士李敏回忆录》。在后记中李敏写道：“对于现在的年轻人
来说，抗日战争似乎已经很遥远了，可它在我的记忆里却永远
是清晰深刻的……与敌人激烈交战、爬冰卧雪、忍饥挨饿，眼
看着身边亲爱的战友一个一个瞬间流血牺牲……枪林弹雨中
的战友们是那样的勇敢坚强，不把他们的英雄事迹写出来，我
无法安宁。”

传承——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把抗联的历史传给后人，这是我后半生最大的梦想。”这
些年，李敏放弃了离退休老干部的疗养机会，将精力都放在了
重走抗联路、宣传东北抗联精神上。这个本可以安享晚年的
革命老人，毅然选择了一种不平静且意义非凡的生活。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
原……”在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不久前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七
十周年”文艺演出上，当 92岁的李敏率领“东北抗联精神宣传
队”的队员们在雄壮的歌曲声中进行队列表演时，全场观众自
发起立，向老人家和她的队友们敬礼。“东北抗联精神宣传队”
是李敏在 2002年组建的，从最初的三十多人发展到目前的三
百多人，他们“通过讲述抗联故事，把抗联战士用汗水、鲜血和
生命谱写的光辉历史和伟大精神传给后人。”

记者来到李敏家的时候，正赶上一些大学生来“博物馆”
参观。老人亲自担任讲解员，声情并茂地给学生们讲述自己
的经历。作为我国健在的抗联女战士中最年轻的一位，全国
各地前来采访李敏的人很多，“东北抗联精神宣传队”的活动
日程也排得满满的，对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来说，这么密集地
参加活动，身体会不会吃不消？老人笑着回答记者：“革命人
永远是年轻。”

采访结束时，李老坚持送记者下楼，她握着记者的手，语
重心长地说：“你们一定要让抗联精神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我
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不要忘记那些为我们现在的
幸福而牺牲的烈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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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衣春翔 韩雪

“在学校上了‘四进四信’专题课，学习了
总书记讲话精神，但当我走入了乡村，走进了
基层，才真的懂得了总书记讲话的真谛。”黑
龙江大学经管学院“三下乡”实践队学生李
谭说。日前，这个团队来到萝北县，利用“互
联网+”新理念，助力当地发展提档升级。

“社会实践需要紧扣时代脉搏”

“我们常红村背山面水生态好，种的都是
绿色农产品！”

“种得好只是基础，卖得好才是关键。村
里没有加工业，作物变不成商品，营销团队也
不够专业，农产品卖不上价。这怎么保证农民
增收？又怎么保证绿色食品永续发展呢？”

这段对话发生在萝北县常红村村干部和
李谭之间。从 7月末开始，黑龙江大学经管学
院“三下乡”社会实践队来到萝北县。实践队
员发现，常红村比其它村庄更接近萝北县经
济核心地带，生产的有机农副产品，符合当下
人们追求健康的生活理念。村里不少有创业
想法的青年都可以成为“互联网+农业”的生
力军。可是一些保守的农民觉得，“庄稼种得
好，自然不愁卖。粮还没种就想着卖，是不守
本分。”

为了改变这种保守思维，队员们为村民进
行了一场“互联网+”讲座。他们展示了一位

外地农民如何通过众筹的方式解决种地资金
短缺问题，又是怎么在水果生长期，就利用网
络将其预售到了全国。发现这个案例触动了
很多村民，学生庞智文借机说，“现在有‘淘宝
村’计划，咱们村可以上线粉条、木耳、蕨菜三
种农产品，这三种农产品易加工易保存，不仅
经济价值高，更具有生产加工价值。”

黑大社会实践队留给常红村的不仅是发
展建议，还有新的理念，截至记者发稿时，已经
有村里的青年在实践队的帮助下，开始利用互
联网售卖土特农产品。

和“互联网+”一样，“纪念抗战胜利七十
周年”、“一带一路”这些影响着中国的热词，成
为了这个暑期我省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关键词。

“希望通过社会实践改变世界”

8月 11日，东北林业大学研究生院助农团
的学生们将厚厚一沓上万字的土壤检测报告
交到了黑河市孙吴县吴家堡村村干部手里。
为了这份报告，助农团中的很多学生从暑期开
始就泡在实验室里，报告中既有田间持水量、
土壤容重、土壤孔隙度等物理指标，还有氮、
磷、钾等重要化学指标，甚至还有土壤污染情
况和改良措施。

拿着这份报告，村干部十分感动，他
说，“10 年了，感谢你们每一年都为我们进
行土壤检测，让村民们能够更加合理的使
用土地，种出绿色农产品。”而助农团的团

员们并没有和这位村干部多说客套话，而
是直接去了田里，传授给村民们一些新的
田间管理方法。

吴家堡村是孙吴县第一大村，2006 年，
国家提出了“百校助百村”计划，东北林业大
学这一年和吴家堡村结了对子。十年间，东
林的硕士和博士帮助吴家堡村量身定制了
总体发展规划，指导村民科学种植，为想要
进城务工的农民进行职业技术指导，并四处
奔走，为村里的民生设施建设争取政策、筹
措资金。

村民刘宏俊指着他家门前平整的水泥路
说，“原来这里是泥巴路，一下雨根本没法走，
旁边就是臭水沟，夏天都是苍蝇。”而如今，吴
家堡村白色水泥路直通村外，路灯矗立在道路
两旁，走在田间地头，不时能看见“科技示范
田”、“育种基地”。

东林的社会实践改变了一个村庄的面貌，
而这只是我省大学生利用社会实践期间回馈
社会的缩影。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黑龙
江大学朝阳爱心志愿服务队，8年来累计 20次
前往贫困地区开展支教活动，捐助善款 38万
元，让几百名贫困学生得到了资助。

“社会实践必须精心筹划”

“今天，我们到了牡丹江，利用一下午的时
间，为 100多人进行了环保宣讲”，“我们来到
了留守儿童家中，之后半个月，我们将一直陪

伴他们，不让他们感到孤单”……为了让暑期
实践不走过场，东北林业大学校团委精心打造
了社会实践微信平台，让学生对社会实践进行

“微直播”，并设置了互动专区。
东林学生郝士民说：“微信这一全新形式

的暑期社会实践平台，不但便捷，也提高了大
家的参与感。通过转发、评论和互动，在我们
周围营造了浓厚的社会实践氛围，增强了参与
实践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此外，哈尔滨工业大学对社会实践团队和
成员在出征前进行理论培训。7月 20日至 22
日，学校连续 3天面向全校学生开展了“大学
生社会实践”课程，分别讲授“社会实践概论”、

“社会实践方法”、“大学生沟通礼仪”、“社会实
践安全教育”等，为社会实践落到实处奠定了
理论基础。

“假期社会实践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难得的
深入基层、接触社会的机会，学校只有在多方
面做细致的考量，精心策划实践方式和内容，
才能让学生认可社会实践活动，提升社会实践
的效果。”东林团委负责人说。

“四进四信”走出校园 社会实践落到实处
我省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扫描

近日，来自北京市一行13辆车33人自驾车队来到八五一一农场寒地节水（滴灌）水稻田，体验纯正农场生活和农田游。他们饶有兴致
地了解寒地节水水稻的种植、生产和加工流程，感受农场人在旱田地里种水稻的传奇故事。据悉，随着黑龙江省大农业的发展，吸引越来越
多游客前来体验农业旅游。 崔伦震 本报记者 王志强摄

本报讯（记者彭溢）省科协首次命名省
科技馆、大庆歌剧院等 20个单位为省科学
与艺术活动示范单位，命名哈尔滨工业大学
功能复合材料实验室、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
学院等 5个单位为省科学与艺术活动研究
单位。这是记者日前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
行的省科学与艺术学术沙龙上获悉的。

据悉，本次活动邀请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工程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等的
专家学者，以“生态黑龙江——科学与艺术
的趋同发展”为主题，探讨了在我省科研与
教学中，科学与艺术相互促进的案例，科学
与艺术在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中的作用
等，旨在充分发挥科学与艺术相互促进、相
互融合，在推动全省科技进步和提高公民
科学文化素质中的积极作用。

20个科学与艺术
活动示范单位命名

本报讯（记者李宝森）近日，记者从哈
尔滨市新农合办公室了解到，哈尔滨市新
增黑龙江农垦总医院一分院、哈尔滨市道
里区中医院等新农合定点医院 24家，以进
一步满足农民多方面医疗服务需求。

据了解，这批新增的新农合定点医院
包括公立、民营两类，其中还有一批社区医
院。这些医院是根据《黑龙江省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的相关
要求，经市及区卫生计生部门分级审核及
现场验收，综合评定后确定的。

哈尔滨新增24家
新农合定点医院

本报讯（记者黄春英）促进我省无公害
畜产品认证工作的开展，切实提升无公害
畜产品认证人员和畜禽养殖场技术人员的
业务水平，近日，省畜牧兽医局举办了全省
无公害畜产品检查员和内检员培训班。

本次培训班共有省、市、县（区）无公害畜
产品认证工作机构业务骨干76人和畜禽养
殖场技术人员65人参加。培训班上，检查员
认真学习了无公害畜产品认证审查制度要
点、认证后监管及无公害畜产品产地认定要
求。培训采取传统面授方式与互动式教学相
结合，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相结合，法规、标
准解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我省培训无公害
畜产品检查员

本报讯（记者马云霄）解决我省投标供
应商保证金清退难题，省政府采购中心坚持
问题导向原则，积极改革保证金收退机制，
进一步优化收退流程，提高收退效率。目
前，新发生投标保证金业务在采购项目完成
后，已经实现按时限要求及时清退，不发生
新积压。

为了给供应商投保提供便利，省政府采
购中心在积极通过网上公告、打电话、发查询
函、集中人力清退等方式的同时，依托新开发

的政府采购网络平台，将保证金收退工作嵌
入政府采购网络平台，解决了保证金收退工
作游离于政府采购系统平台之外的问题。在
法律规定范围内，进一步简化保证金收退流
程，采用电子凭证记账，取消了供应商提供

“往来收据”等措施，实现了中标通知书发出
后五个工作日内，对落标供应商交纳的保证
金，按原汇款账户清退；对中标供应商的保证
金，在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并备案后，五
个工作日内清退。省政府采购中心不再收取

中标供应商的履约保证金，解决了履约保证
金管理上信息不对称、履约完成与退保证金
衔接不顺问题。

为进一步规范清退工作，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实际工作需要，省政府采购中心还修
改完善了《投标保证金管理办法》，明确了投
标供应商的交纳责任、财务人员的审核录入
责任，以及清退、扣缴等规定，建立了考核和
责任追究机制，为解决保证金长期积压、清退
难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省改革政府采购保证金收退机制

龙江农业游引来北京自驾客

日前，由黑龙江省军区举办的“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大型图片展在省军区机关广场开展，现
场共展出 300 多幅图片，全方位、多侧面、系
统地展示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浴血奋战，英
勇抗击侵略者的光辉历史，缅怀在抗日战
争中牺牲的先烈和死难同胞，回顾抗击侵
略的不凡历程，弘扬伟大民族精神，让官兵
再次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坚定了投身强
军实践，争做“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的信
心决心。

图为官兵参观图片展。
吕衍海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本报5日讯（记者董盈）5日晚，一场中
俄友谊足球赛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体
育场打响，由哈尔滨毅腾主场迎战俄甲劲
旅海参崴光能队。毅腾队凭借里卡多上
半场的梅开二度和下半场的两粒进球 4：1
战胜对手。

据介绍，海参崴光能队一度在俄罗斯
足球甲级联赛的 20支参赛球队中名列前
茅，实力不容小觑。去年，哈尔滨毅腾足
球队作为近年来黑龙江省正式访俄的第
一支职业足球队，最终客场 0：4不敌海参
崴光能队。

毅腾本场全主力首发出战，从进攻阵
型上看，显然冲着攻势足球而来。比赛开
场不到 3分钟，里卡多就攻破光能队大门，
毅腾 1：0获得领先。接下来，双方均在对
手门前制造多次麻烦，毅腾更几次有机会
扩大领先优势，却被对方门将化解。终于
在第 44 分钟，里卡多梅开二度，毅腾 2：0
结束上半场。易边而战，毅腾阵容“大换
血”，首发主力被换下。第 53分钟，季骁宣
为毅腾再下一城，比分改写为 3：0。第 83
分钟，光能队打进一球。一分钟后，毅腾
还以颜色，双方比分最终 4：1，毅腾获胜。
比赛结束后，双方互相友好致意，双方球
员整场的精彩表现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

中俄友谊足球赛

毅腾4：1胜俄甲劲旅

本报讯（记者常春晖）“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启动以来，省地税局党组紧密结合工作
实际，坚持边学边查边改，以对“不严不实”
问题的解决体现专题教育成效，推动专题教
育的深化。

省地税局党组一班人带头向自己“开
刀”，引导全系统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主动向
问题“亮剑”，重点查找教育实践活动已经整
改但效果不佳的问题、查找以前认为不是问
题但对照“三严三实”要求认清了的问题、查
找作风建设中容易复发反弹的问题。省市
局两级领导班子成员带队，深入到县（市、
区）局、基层税务分局（所）、办税服务厅等基

层单位一线，准确掌握基层实际，倒查表现
在基层但根子在上面的突出问题。同时，通
过开展大走访、换位大体验、发送征求意见
函、开通 12366征求意见热线等方式，面向社
会各界开门纳谏，全系统共征求意见 249条，
查找出为纳税人和缴费人主动服务意识不
够、对税收政策落实情况以及执法监督力度
不够等多种问题。

聚焦问题整改，务求从严从实。该局党
组主要负责同志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
始终对问题整改紧盯不放，研究、部署、协
调、督办；班子成员切实承担分管责任，做到

“谁的问题谁负责，谁负责就要负责到底”，

主动对号入座、认领问题。对问题实行台账
管理，敞开大门搞整改，自觉接受监督，群众
满意的才能“销号”，群众不满意的坚决“回
炉补课”。截至目前，全系统梳理归纳整改
项目 95项，初步整改到位 51项，建立完善工
作制度 28项。

省地税局 深查细摆“不严不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