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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征 本报记者 文天心

立冬这天，丝雨拉着秋走，雪齑载着
冬来。

卧在漫岗上的路，猛然打个胳膊肘
弯，展露村外山窝废弃的王家红砖窑。砖

窑下坡，刚刚穿上塑料暖棚的小砖瓦房，
仍有冷风潜入。

这样环境里，大学毕业的王立斌已整
整坚守了一年有余，执念一片茵茵绿梦。

1栋 300平方米实验大棚，闷热大棚
内，日本杂交茄子已一茬茬伸开懒腰，疯

长了 10个多月，单株产量是普通茄子的
10倍。杂交豆角、西红柿等刚刚送上城
市的餐桌。编织袋夯筑土墙上，立体栽植
的蒲公英，纷纷伸展嫩绿的纤手……

大学读机械模型设计专业的王立斌，
原本在北京有着体面的工作，拥有一份甜
蜜的爱情。可自打结识前来做顾问的中
科院专家后，人生风向标就锁定了大东北
家的方向。

80多岁的中科院农业专家特别看重
王立斌的朴实劲、聪明劲、勤奋劲，把一生
积累的现代棚室蔬菜栽培技术悉数传授
给了他。

去年秋天，王立斌毅然舍弃了繁华京
城，回到家乡。勃利县大四站镇仁兴村常
住人口 500人，40多岁的人也只有 50名
左右。28岁的王立斌回村后，成为村里
唯一的小青年。

在村里和父母支持下，王立斌建起了
立体种植实验大棚，培育日本蔬菜。为保
证蔬菜绿色品质，大棚选址在砖厂从未上
过化肥、农药的生土地块，广施农家肥，严
禁化肥、农药。

“听说茄子能长10多个月，乡亲们不
信，跑来一瞧都乐了，一尝都笑了。超高
产，味道好。”父亲王明海说。

“孩子本来细皮嫩肉的，自打回来扣

大棚，就连三九天，也要一趟趟离开热被
窝查看蔬菜。”母亲崔海艳很是心疼。

在王立斌坚守的小窝，记者看到，除
了腼腆脸庞上的眼镜，墙角斜躺的吉他，
他那握了10多年笔杆子的手，打着老茧、
染着泥色。

负责全国知名机械类国企售后服务工
作的父亲，对儿子的选择既钦佩又心疼：“孩
子就是不跟我走，非受这苦。凭他机械模型
绘图本事，年收入10来万块不成问题。”

“我是农家子弟，恋家乡、能吃苦，有
思想、有技术，没啥大不了的。”王立斌坦
然到。

大四站镇党委政府领导格外重视这
个回村创业的人才，多次到实验大棚鼓
励，并送他参加勃利县创业大会，学习典
型经验。七台河市、勃利县相关部门多次
深入实验大棚，考察杂交蔬菜栽培技术，
支持扶持创业。

今年，王立斌实验大棚喜获丰收，达到
实验目标，积累了大量一手数据。他说：

“明年准备建30栋现代蔬菜大棚，不断增加
新品种、新技术，扩建新领地。带领越来越
多的乡亲致富，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
来创业，共同振兴乡村，决胜小康。”

图为王立斌在自己的蔬菜大棚里
工作。 常征摄

舍弃北京生活 回到村里创业

王立斌的乡村振兴梦

□姚琦 迟向宏 高月莹
本报记者 文天心

文化，是国家的灵魂、民族的血脉。
七台河，一座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新

兴城市。黑土地上最早的一批民营企业
家，在这里开创了龙江民营经济历史先
河；“跪着采煤、站着做人”的煤矿工人，在
千尺井下唱响了艰苦创业之歌；一代又一
代短道速滑教练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站
在世界之巅的运动员，创造了“短道速滑
冠军摇篮”的城市名片；东北抗日联军第
二路军将士，在冰天雪地、群山林海间与
侵略者浴血奋战，书写了中华儿女不屈不
挠、英勇顽强的壮烈史诗。

在全国上下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如火如荼之际，七台河市坚定文
化自信，充分发掘特色，深入梳理抗联文
化、冠军文化、矿工文化、地域文化等精
神文化资源，凝聚起“奉献、实干、拼搏、
创新”的城市精神力量，为着力攻坚克
难、推动转型发展、实现全面振兴提供坚
强思想动力。

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部深藏
在七台河东部的岚棒山密林中，周保
中、赵尚志、李延禄、李延平等共产党人
在这里领导和指挥了一场又一场激烈
的战斗，给予日伪势力沉痛打击。李成
林、于化南、郝贵林、杨太和等一个个名
垂青史的英雄，用鲜血为这座城市涂抹
了最鲜明的底色。“十二烈士山战斗”

“李炮营子阻击战”“罗锅桥伏击战”“桃
山阻击战”等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惊
天动地的壮举，至今仍在群众口中相
传、心中铭记。

七台河城市文化民间研究者孙国
庆说：“抗联文化作为七台河城市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七台河城市文化
的红色基因。”

近年来，为充分加强对东北抗联二
路军总部（吉东省委）等革命遗址的抢
救性保护，七台河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城
市文化挖掘、整理、保护、利用的整体规
划，广泛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积
极推进成立七台河市城市文化研究院
（文化智库）、规划建设周保中纪念馆、
加强革命遗址挖掘保护利用、扩建市烈
士纪念馆、仙洞山公园更名保中公园等
工作，进一步挖掘整理宝贵的红色文化
资源。

同时，七台河还正在积极规划将抗
联革命遗址作为红色文化旅游的精品
景点和标志性景区，把周边自然资源、
特色乡村、生态农业、民俗文化等统筹
纳入七台河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中，努力
推动文化遗址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旅
游项目开发的有机衔接，进一步打造红
色旅游样板，扩大城市知名度。

红色是七台河的城市底色，而这座
城市让世界最熟悉的色彩，是世界最高
领奖台上那一抹最耀眼的金色。

3月 12日，在 2017年短道速滑世锦
赛女子 500米决赛中，中国队“90后”小
将范可新以 43 秒 605 的傲人成绩勇夺
本届世锦赛中国队首金，实现了中国队
世锦赛女子 500米三连冠的目标。这也
是她在此项比赛中夺得的第 5枚金牌。

小城不大，冠军故事传天下。七台
河市速滑队建队于 1974 年，40 年来先
后走出了张杰、杨扬、王濛、范可新、于
威等 10余名冬奥和世界冠军，获得世界
级金牌 168 枚、冬奥金牌 6 枚，被誉为

“世界冠军的摇篮”。2017年 8月，七台
河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国家短道速
滑七台河体育训练基地”。

难以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冠军之
城”，直到 2013年才拥有自己的室内冰
场。短道速滑事业起步之时，训练条件
异常艰苦，教练员数九隆冬带领队员在

结冰的小河汊里训练。因为没有训练
馆，教练员和队员在没有遮挡的露天冰
场上，顶着刺骨寒风，一练就是几个小
时，有时脚冻得连冰鞋都脱不下来。

今年的 3月 21日，是原国家女子短
道速滑队队员张杰最开心的日子，由她
带领的七台河特奥队员高萌、唐春雷、聂
双月在第 11届世界冬季特奥会短道速
滑比赛中获得了 4金 2银的优异成绩，实
现了七台河特奥冰雪项目金牌零的突
破。“这些孩子不同于普通的孩子，一些
简单动作得重复无数遍，三个月教一个
动作也是常事”。一堂训练课下来，张杰
常常累得站都站不住，话也说不出。虽
然辛苦，但张杰从未想过要放弃。

正是七台河短道速滑人这种顽强、

拼搏、务实、争先的精神，成就了中国短
道速滑的辉煌战绩。

从冰上起步，以冰雪作梯。当前，七
台河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指示
精神，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冰雪旅游经济，
积极推进冰雪体育产业与文化、教育、时
尚、健康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冰雪体育
产业核心竞争力，并以此作为调整产业结
构的切入点和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助推
七台河冰雪产业发展。

如今，在七台河 6000多平方公里的
大地上，一幅以七台河精神为引领的文化
发展蓝图正徐徐展开，七台河人以前所未
有的文化自信，在新时代转型发展、全面
振兴的道路上昂首前行。

奉献 实干 拼搏 创新

七台河 塑造新时代城市精神风骨

本报讯（关君秋 记者文天心）
宝泰隆公司成功生产出煅后针状焦
产品，引领该市煤焦行业再上新台
阶。

针状焦作为碳素行业和锂电负
极材料行业必需的优质原材料之一，
备受关注。该项目充分利用煤焦油资
源，以煤焦油加工的软沥青为原料，生
产沥青针状焦产品，具有高附加值、高
利润、高科技含量的性质，被广泛应用

于超高功率电极、特种碳素材料、碳纤
维及其复合材料、锂离子电池负极材
料、电化学电容器、核石墨等领域。近
年来，市场价格一路飙升，供不应求，
国产针状焦价格上涨至 15000元/吨，
市场空间大。

该项目的投产，延长了煤化工产
业链，加快了煤焦油产业的发展，提高
资源利用率，增加企业经济效益，为地
区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

宝泰隆针状焦产品投产

本报讯（记者文天心）11月15日，
七台河市召开全市地方煤矿安全生
产警示教育大会，用事故教训警醒各
煤矿企业提高安全意识，推动促进煤
矿安全生产。

大会观看了煤矿安全生产警示教
育片，景有煤矿“11·29”重大瓦斯事故
三名刑拘待审责任人进行了现身说
法，给煤矿监管部门和煤矿企业各层
面人员起到了良好的警示教育作用。

七台河市要求各级、各部门、各
煤矿企业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深刻反

思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举一反三，认
真梳理查找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坚
决遏制煤矿非法违法违规生产行为；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
任和政府属地管理责任，坚决防范遏
制煤矿事故；狠抓重点工作推进，严
格煤矿复产复工专项整治验收，严格
验收标准和程序。深化煤矿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坚持“严”字当头，从严
查隐患、从严监管、从严督查、从严整
治、从严惩处，彻底消除安全风险隐
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开展地方煤矿
安全生产警示教育

本报讯（姚琦 解洪旺 记者文天
心）由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中心河乡政
府出资兴建的农民创客基地在茄子
河区新东方家园启动。

创办农民创客基地的目的是为了
响应国家“双创”和市委市政府发展电
商的号召，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
民收入，拓宽农副产品销售渠道。经
过公开选聘、综合考量，乡政府决定由
高家鑫合作社负责人高万霞负责创科
基地的管理和运营，基地还将帮助农
民培训网络营销知识，让农民实现由
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同时，由基地
辐射到各村收购点帮助农民通过网络
采购生产生活用品，让创客基地由点

带面从生产到生活服务农村经济，培
育适应新时代的新型农民。

目前各村选专人负责设点收购
本村的农副产品，为基地提供笨鸡
蛋、木耳、粉条等 40 多个品种的货
源。基地把全乡乃至全区的特色农
副产品集中起来，统一包装、统一品
牌，通过线上线下统一销售。来自帆
惠万家销售平台的商家已为农民创
客基地做完了调查分析，基地已有种
植养殖园区、冷链存储、生产加工、品
牌推介、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整个产
业链条已形成良性循环，基地持续释
放出的磁石效应将不断吸纳更多的
农户参与其中。

农民创客基地成立

本报讯（高月莹 记者文天心）七
台河市新闻道德委员会日前成立。

七台河市新闻道德委员会是全
市新闻行业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自
律机构，将依据国家有关新闻工作
法律法规和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
则开展工作，规范职业行为，防范失

德行为，推广典型经验，推动行风建
设，建立完善内部管理与外部监督
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工作
机制，督促引导新闻媒体及新闻从
业人员自觉接受社会监督，遵守法
律法规，承担社会责任，恪守职业道
德，自觉维护新闻行业的良好形象。

七台河成立新闻道德委员会

本报讯（姚琦 记者文天心）七台
河市针对年轻干部短缺问题比较突出
的实际，实施“4+12”干部队伍培养建
设工程，努力建设适应新时代发展要
求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针对年轻干部接续力量不足的问
题，着眼今后 5年乃至更长时期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七台河市委研究
制定了《七台河市干部队伍培养建设
五年规划（2017~2021）》，重点启动实
施“4+12”干部培养建设工程。具体
实施“选、培、用、管”4项工程，建立实
施“源头储备、遴选比选、实名推荐、分
类培养、实践锻炼”等 12项干部工作
机制，突出政治标准重点选拔培养优
秀年轻干部，努力建设符合好干部标
准的高素质优秀干部队伍。

该市坚持初审、复核、复审三重把

关，遴选出 29名优秀年轻干部，平均
年龄38.66岁，含女干部14名、党外干
部 2名，遴选后采取“党校+名校+基
层锻炼”三位一体模式战略培养。党
校办班组织市委常委和党校教授亲自
授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到井冈山
青年干部学院、长三角等地参加高端
课程学习，开阔视野提升能力。基层
锻炼侧重在产业园区建设、扶贫等中
心工作、信访化解复杂矛盾的实践中
培养锻炼和考察识别干部。今年以
来，该市先后选派 4名新提职副处级
干部到信访局挂职锻炼；遴选 8名 45
岁以下县处级干部到县区党政班子挂
职锻炼；遴选29名年轻科级干部到县
区乡镇、园区、招商、扶贫、信访等岗位
挂职锻炼，在实践中砥砺品质、锤炼作
风、提升能力。

七台河实施干部培养工程

本报讯（姚琦 盛莉 记者文天心）七
台河市公共汽车公司提出“便民、利民、
惠民”的定向式公交服务，自11月1日
起，全市公交线路新增3条棚改便民直
通专线，为百姓出行提供了新的便利。

棚改便民直通专线车身为蓝色，
每辆车车头位置都贴有“棚改便民直
通车”标识。目前专线共有3条，分别
是桃山矿办—如意家园、东风矿办—
如意家园和新建煤矿—如意家园。

桃山矿办往返如意家园直通专线
司机肖成发说：“这趟专线开通后从桃

山矿办到如意家园大约 50分钟就到
了，给老百姓出行带来很多便利，但是
知道的乘客还不是很多。”63岁的唐
功春大爷说：“我第一次坐这趟车，一
看站牌，能去的地方还真不少，真的是
特别方便啊。”

3条棚改便民直通专线开通后，
将与该市公交 1、4、24、25、27路等主
要公交线路重叠交汇，届时市民出行
换乘更加方便快捷，在执行 1元惠民
票价的基础上，七台河市特殊群体享
受优惠乘车待遇不变，方便市民出行。

三条棚改便民直通专线开通

本报讯（姚琦 赵丽丽 记者文天心）
11月 9日，中国文明网公布第六届全国
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名单，七台河
市张杰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1972年出生的张杰系七台河市首
位短道速滑世界冠军，退役后放弃国外

稳定生活，于2014年回到七台河积极投
身公益事业，现为市特殊教育学校“特奥
速滑队”队长兼教练员。3年来，张杰坚
持用科学的方法帮助残障孩子通过运动
改善智力、提高情商、增强体质、融入社
会。在 2017年第 11届世界冬季特殊奥

林匹克运动会上，张杰带领的 3名七台
河籍残障运动员摘得四金两银，实现了
七台河特奥冠军史上零的突破。中央电
视台、新华社、江苏卫视等多家国家、省
级主流媒体先后赴七台河市采访报道，
张杰坚守公益、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引

发全国关注和热议。
今年，经过群众举荐、组织审核、逐

级上报、全国公示及“万名公众代表”投
票、评委会投票等程序，58人被表彰为
全国道德模范，265人被表彰为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奖。

左图为张杰授课中。 姚琦摄
上图为张杰与特奥速滑队的孩子们。 宣其摄

张杰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七台河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组织送戏下乡宣传十九大精神。在新兴区红
光村，演员们通过快板、三句半等表演形式让十九大精神家喻户晓。 姚琦摄

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秦存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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