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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烈士在俄档案征集回国

尘封

94

只闻机器声 不见农人忙

首次发现的赵一曼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填
写的“学生党的工作经验调查表”
。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晁元元）近日，在
哈尔滨党史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和党史专家的热心
帮助下，东北抗联女英雄赵一曼烈士在俄罗斯档案史
料被成功征集回国。这份在异国他乡尘封了 94 年的
珍贵档案史料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些档案史料是赵一曼 1927 年 9 月至 1928 年 11
月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留存的真实个人
档案和历史记录，主要包括“学生党的工作经验调查
表”
、赵一曼亲笔写给莫斯科中山大学领导的信件等，
有中、俄两种文字，共计 20 余页。发起此次赵一曼在
俄档案征集回国行动的是中共哈尔滨市委史志研究
室党史编研处处长边清山。
“ 这些珍贵遗存皆为首次
发现，是哈尔滨市地方党史研究工作取得的一项重要
突破。档案提供的新线索，使赵一曼烈士生平事迹呈
现更加完整立体，待进一步挖掘和解读，将赵一曼研
究乃至东北抗联史研究推向纵深，其意义深远，价值
不言而喻。
”边清山对记者激动地说。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是曾经驰骋在
白山黑水东北大地的著名东北抗联女英雄，她用“未
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高尚情操和革命
气概生动诠释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她的“密林女
王”
、红衣白马、坚贞不屈的巾帼英雄形象已深深刻画
在人们的记忆中。尽管人们对赵一曼和宁儿的合影、
写给宁儿的遗书以及受到日寇残酷施刑的细节耳熟
能详，但几十年来，因没有新的史料发现，赵一曼研究
也留下了很多空白点和遗憾。
2022 年初，因一次偶然的机缘，边清山联系上了
一位著名党史研究资深专家，他把多年萦绕心头的想
法与专家倾心相谈，赢得了专家的充分理解和热诚支
持。专家积极帮助联系旅俄人员，经过多次沟通联
络，筹集征集资金，旅俄人员在莫斯科新冠肺炎疫情
较为严重的情形下，不惧风险，不辞辛劳，多次深入到
俄罗斯国家档案保管部门，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地毯
式筛查，终于，一桢桢穿越百年风云的赵一曼在俄珍
贵档案
“浮出水面”
。
“红色档案是镌刻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最直
接、最形象、最震撼的历史凭证，我们从中读懂百年大
党的胜利密码，从历史细微处回望初心，更有直扣人
心的力量。
”边清山由衷表示。
2022 年 8 月 2 日，是赵一曼烈士壮烈牺牲 86 周年，
这些珍贵红色档案的回归，是对巾帼英烈最好的缅怀
与纪念。

赵一曼与儿子陈掖贤（宁儿）唯一的合影。

陈 掖 贤（宁
儿）抄 录 的 赵 一
曼遗书。

朱德为赵一曼烈士题字。

王嘉男清楚地记得，自己曾经三次梦
到过获得世锦赛冠军。最后一次是在今
年。每次醒来他都会告诫自己，要现实一
点，还是稳步前进比较好。
北京时间 2022 年 7 月 17 日，王嘉男
的世界冠军梦实现了。他为中国赢得了
史上首枚世锦赛男子跳远金牌。从 2012
年初登国内赛场，到如今站上世界最高领
奖台，稳步前进的王嘉男用了十年时间，
终于一跃冲天。

全能少年

王嘉男在夺冠后庆祝。
2012 年 9 月在昆山举行的全国田径
锦标赛上，王嘉男以 8 米 04 的成绩获得跳
远冠军。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突破 8
米大关，
当时他才刚刚过完 16 岁生日。

大赛型选手
2013 年 7 月，王嘉男首次获得代表中
国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他以 7 米 95 的
成绩获得印度浦那亚锦赛冠军。连世青
赛都没比过的他就这样得到了参加当年
莫斯科世锦赛的资格。
跳远项目的特点是偶然性大、容错率
低，日常训练水平和大赛成绩往往难以画
上等号。奥运会、世锦赛等大赛中，资格
赛就三次试跳机会，决赛中前三跳如果发
挥不好，
后三跳的机会也就没了。
在莫斯科，16 岁的王嘉男交出了昂
贵的“学费”，资格赛三跳都没超过 7 米
60，无缘决赛。用时任中国田径队总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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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成都 7 月 17 日电（记者
谢佼）7 月 16 日，成兰铁路有限责任公
司宣布，新建成都至兰州铁路成都至
川主寺（黄胜关）段（以下简称成兰铁
路成川段）成都平原区段已铺轨完成，
正式进入高原段铺轨，成兰铁路也进
入最后的攻坚阶段。
成兰铁路成川段位于四川省境
内，项目在成都青白江站与既有宝成
线接轨，经德阳、绵阳至阿坝，在黄胜

不过在 2015 年之后的几年里，世界
男子跳远整体水平提升明显，美国、南非、
古巴、希腊等国家涌现出一批成绩在 8 米
50 之上的运动员，让王嘉男、黄常洲、高
兴龙等中国年轻跳远选手在大赛中创造
佳绩的难度大大增加。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王嘉男以 8 米 17
位列第五；2017 年伦敦世锦赛，他跳出 8
米 23 排名第七；2019 年多哈世锦赛，他以
8 米 20 排在第六；去年的东京奥运会，王
嘉男发挥失常未能进入决赛。
“东京的跟头我栽得太狠了。后来我
经常把东京比赛时用的一些物品放在身
上，警示自己。”25 岁的王嘉男说，
“ 有人
可能会觉得这样好晦气，但我就要把它们
放在身上，提醒自己要吸取东京奥运会的
教训。
”
时隔八年再次回到海沃德田径场，知
耻后勇的王嘉男在俄勒冈田径世锦赛终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摄
于抓住了机会。虽然最后一跳之前，他的
成绩还只排在第五位。
冯树勇的话说，
“比得一塌糊涂，但也积累
“最后一跳之前，我看了下大屏幕，感
了宝贵的大赛经验”
。
觉 8 米 15 左右的成绩就能拿到奖牌。我
在那之后，王嘉男在美国外教兰道 就想我就闭眼睛跳，仰着头跳，我也能拼
尔·亨廷顿的指点下，个人最好成绩不断 个奖牌。
”王嘉男说。
攀升，重要赛事中的表现也相对稳定。
倾其所有，赌上全部的最后一跳发挥
2014 年，他在尤金世界青年锦标赛上以 8 完美。王嘉男以 8 米 36 的成绩实现绝地
米 08 的成绩赢得金牌，第一次在海沃德 逆转。落地后的他张开双臂，尽情狂奔。
田径场站上了世界之巅。
这是世锦赛历史上中国男子运动员
2015 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未满 获得的第一块田赛金牌。但一跃冲天实
19 岁的王嘉男又创造历史，以 8 米 18 的 现梦想之后的王嘉男，想得更多的还是继
成绩获得铜牌，成为第一个登上世锦赛男 续
“稳步向前”
。
子跳远领奖台的亚洲运动员。
“我现在的想法，包括未来两年的计
划，还是要稳步前进，也不会给自己定太
世界冠军
高的目标，包括明年的世锦赛，包括后年
北京世锦赛之后，王嘉男的成绩还在 的奥运会。我就努力训练，然后做好自己
不断进步，2018 年他在贵阳跳出 8 米 47 的事就好了。
”王嘉男说。
的个人最好成绩，并追平了李金哲保持的
十年磨一
“金”之后，不知王嘉男未来
全国纪录。大赛中他的发挥也相对稳定， 的梦里，会是怎样的美好场景。
（参与记者
大多都能跳出 8 米 20 左右的成绩。
王子江）
新华社北京 7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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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100 公里范围内有 7 个国家级开发
区，可辐射鄂东地区千万人口，区位优
势明显。
作为我国首个、亚洲首个专业货
运枢纽机场，鄂州花湖机场定位为货
运枢纽、客运支线、公共平台、货航基
地。机场正式投运后，今年将逐步开
通鄂州至北京、上海、深圳、厦门、重
庆、成都、昆明、青岛、宁波等地客运航
线，以及鄂州至深圳、上海、法兰克福、
大阪等地货运航线。近期规划目标为
2025 年旅客吞吐量 100 万人次、货邮
吞吐量 245 万吨。

成兰铁路铺轨进入川西高原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片

记亚洲首位世锦赛跳远冠军王嘉男
□新华社记者
吴俊宽 马向菲 张悦姗

我国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
在湖北建成投运
据新华社武汉 7 月 17 日电（记者
王自宸 侯文坤）17 日上午，两架顺
丰航空全货机和一架南方航空客机
依次平稳降落在鄂州花湖机场西跑
道 上 。 当 天 ，鄂 州 花 湖 机 场 这 个 我
国 首 个、亚 洲 首 个 专 业 货 运 枢 纽 机
场正式投运。
鄂州花湖机场是湖北打造国内大
循环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
的重要支撑。机场紧邻长江黄金水
道，周边环绕多个深水港及多条高速
公路、高铁线，20 公里范围内有 3 个地
级市中心，距离武汉市中心约 80 公

十年磨剑 一跃冲天

王嘉男 1996 年 8 月出生于辽宁省沈
阳市，得益于出色的身体条件和运动天
赋，他早早与田径结缘。2010 年，王嘉男
进入徐州市田径队，随后又被选入江苏省
体工队，2012 赛季，未满 16 岁的他就开始
代表江苏队在国内田径赛场上崭露头角。
2012 年，王嘉男在 2 月的全国室内大
奖赛南京站中获得室内七项全能冠军，4
月他又参加了全国田径大奖赛肇庆站，以
7063 分的成绩获得十项全能第五名。
最初练习田径时，王嘉男并没有明确
专攻的单项，而是主练十项全能，即 100
米、400 米、1500 米、110 米栏、跳远、跳高、
撑杆跳高、铅球、铁饼、标枪十个项目都要
练，跑跨跳投统统不落下。这恰恰也是很
多田径高水平强国在培养青少年人才时
经常选择的模式——在全方位打下训练
基础的情况下，根据运动员自身条件确定
发展方向。
很快，全面发展的王嘉男就找到了自
己的突破方向。
“第一次比全能时跳远就跳了 7 米
80，达到国家健将水平。当时省队教练就
跟我说，别练全能了，于是我就开始练跳
远。
”王嘉男此前接受采访时说。

现在都是无人机了，方便又省事，效率
还高，施药更精准。”种植户陈利说。
植保无人机与传统人工施药的方式相
“只闻机器声，不见农人忙”。近 比，能够让种植者免于长期暴露在阳
日，在北大荒集团八五一〇农场有限 光下、近距离接触农药，降低农药中毒
公司，变量施肥、电控播种、无人机施 风险的同时大大提高喷洒效率。据了
药……智能农机的广泛应用，在夏管 解，一架农业无人机每小时作业最高
中打出了“组合拳”，大幅度节约了人 可达 60 亩，一天可为 1300 余亩田地作
力、节省了成本，提升了效率、提高了 业。
标准，让种植户充分感受到便利和高
近年来，农场积极探索“智慧农
效，正加快让
“会种田”变成
“慧种田”
。 机”建设，在大中型拖拉机、植保无人
近日，在八五一〇农场有限公司 机、收获机等重点农机具上安装导航
当壁镇管理区玉米地号，一台台无人 和传感器，发展远程监控管理、远程技
机在郁郁葱葱的玉米地上来回穿梭喷 术指导等管理服务新模式，充分发挥
洒药剂，这是农场有限公司应用智能 智能化引领带动作用，提升夏管生产
农机为农业夏管增添
“科技砝码”助阵 质量效率，为保障粮食丰收提供了有
力支撑。
农业丰产丰收的一个画面。
由于连日阴雨，空气湿度不断增
下一步，农场有限公司将继续大
高，玉米、大豆、水稻等作物面临病虫 力发展科技农业、智慧农业，持续推进
害高发期。为解决这一问题，农场有 农机装备向智能、精准、高效、节能环
限公司利用晴好天气对玉米、大豆、水 保转型，加快智能农机在种植户中的
稻等作物踏查地号，利用加装智能喷 推广应用，有效推进农业夏管提档升
雾系统的高低隙喷雾机、无人机等智 级。
能农机开展防病。
自走式高低隙喷雾机安装导航系
刘昭摄
“以前都是人工喷药，比较费劲， 统进行作业。

□任梦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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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与拟建成都至西宁铁路接轨，设计
时 速 200 公 里 ，线 路 全 长 约 275.8 公
里，正线铺轨 561 公里。
据中铁八局成兰铁路工程指挥部
常务副指挥长张华介绍，中铁八局承
担成兰铁路成川段铺轨项目。铺轨难
点在于，一是高原氧气稀薄；二是昼夜
温差大，雨雪频繁；三是长大隧道多，
作业空间狭长，需克服隧道通风、有毒
有害气体检测、长大坡道运输等困难。

黑龙江 在黑土地上
奋力闯新路开新局
（上接第一版）在高质量处下篙，
才能驶向新经济的蓝海。当前，黑龙
江大力扶持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
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为培育壮大
“新字号”，近年来，黑龙江给予企业更
多“真金白银”支持。2012 年至今，黑
龙江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由 554 家增加
到 2738 家。一批百亿级民营企业、专
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脱
颖而出。
一系列转方式调结构的组合拳，
为黑龙江推动工业振兴，实现高质量
发展，注入持续动力。今年一季度，全
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4%，近 9
年来首次超过全国平均增幅。

优化营商环境厚植发展沃土
“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开
放，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创新活力”，这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老工业基地振兴发
展的明确要求。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深圳（哈尔
滨）产业园在紧锣密鼓建设之中。深
圳（哈尔滨）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奉均衡说，为缩短企业从签约
入驻到投产的时间，当地政府为园区
企业提供便捷的“一站式”服务，让企
业办事不出园区。目前已有华为鲲
鹏、东软等 406 家企业在这里注册。
省级权力事项由 2889 项压减至
千项以内，彻底清理非行政许可，各地
自设许可全部清零……黑龙江近年来

定价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7元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一项项便民
利企的措施显效。
投资能引进来，更要把企业留得
下、稳得住。近年来，黑龙江出台《关
于在全省百大项目建设现场考察考核
干部的意见》，激励干部务实作为，为
担当者担当、为尽责者负责；黑龙江省
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与纪委监委、组
织、司法等部门构建联动工作机制，监
督问效更有力；密集出台《黑龙江省人
民政府关于推进
“办事不求人”工作的
指导意见》等 300 多部法规、规章和优
化营商环境综合性政策文件，制度环
境日益完善。
10 年间，黑龙江市场主体由 2012
年不足百万户增至目前的 290 多万
户。今年一季度，全省新登记市场主
体 12.1 万户，同比增长 26.4%；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 13.2%，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增速居全国第 12 位，
其中民间投资增长 5.9%。
从优化营商环境这一关键点切
入，一系列支持产业转型、释放市场主
体活力、吸引人才就业创业的政策措
施落地生根，为黑龙江振兴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
引的方向，黑龙江的振兴发展新路，正
在广袤的黑土地上不断延伸。
（记者刘
伟 陈聪 强勇 王建）
新华社哈尔滨 7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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