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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郑州9月2日电 （记
者 韩朝阳）走进河南省扶沟县吉鸿昌
烈士纪念馆，“民族英雄吉鸿昌”七个大
字映入眼帘，这是聂荣臻同志为纪念
吉鸿昌写下的题词。已在纪念馆工
作10年的讲解员张艳娜说：“每天都
有群众到纪念馆参观展览，缅怀先烈，
吉鸿昌烈士的精神不仅激励着扶沟
县人民，他的事迹在中国广为流传。”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
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是共产党
员、抗日名将吉鸿昌临刑前写下的气
壮山河的就义诗。

吉鸿昌，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扶
沟县吕潭镇，因家境贫寒，只间断地
念了两年书。1913年入冯玉祥部当
兵，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递
升至军长。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
人称“吉大胆”。1930年9月，吉鸿昌
所部被蒋介石改编后，任第22路军总
指挥兼第30师师长，奉命“围剿”鄂豫
皖革命根据地，但他不愿替蒋介石打
内战，对“围剿”红军态度消极。

1931年 8月，吉鸿昌被蒋介石
解除兵权，强令其出国“考察”。临行
前，恰逢“九一八”事变，吉鸿昌发电
报向蒋介石请命：“国难当头应一致
对外，愿提一师劲旅，北上抗日，粉身
碎骨，以纾国难。”未得允许，遂环游
欧美，发表抗日演说，寻求国际声援。

1932年，吉鸿昌在上海“一二
八”抗战炮声中回到祖国后，随即联
络与发动旧部，为抵抗日本侵略奔走
呼号，并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
购买枪械，组织武装抗日。1932年
深秋，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 5月，在中共北方组织
的领导与帮助下，以冯玉祥为总司令

的抗日武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
军”在张家口建立，吉鸿昌任第2军
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
备司令，率部进攻察北日伪军，连克
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将日军
驱出察境。

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
内”的政策，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
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
军。吉鸿昌率部战斗至10月中旬，
弹尽粮绝而失败，随后潜往天津继续
从事抗日活动。

1934年，吉鸿昌参与组织中国人
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为主任委员，
秘密印刷《民族战旗》报，宣传抗日，联
络各方，准备重新组织抗日武装。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
津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并遭
逮捕，后引渡到北平军分会。敌人使
出种种手段，迫害逼供，吉鸿昌大义
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由于党的
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
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能
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
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
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
大光荣。”11月 24日，经蒋介石下
令，吉鸿昌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
时年39岁。

民族英雄吉鸿昌 恨不抗日死

8月下旬，第二十五届全国省级党报
总编辑年会在宁夏召开。重庆日报记者
走进银川、吴忠、中卫等地，深入采访宁夏
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来，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尤其是宁夏紧紧围绕
创新驱动，以生态立区，以绿色富民，给记
者留下深刻印象。

黑乎乎的煤炭变成油

1.2万台大型设备比肩林立、20公里
长的管道循环畅通……十年前，这里还是
一片荒漠；十年后，这里成为了世界顶尖
的煤制油项目基地。

8月29日，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神
华宁煤400万吨煤制油项目展示室，面对
一瓶瓶清澈透明无色的柴油、白油、石脑
油、润滑油，记者们大为惊讶，这黑乎乎的
煤炭是怎么变成明亮的油的？

神华宁煤煤制油分公司总工程师黄
斌笑着说，“我们的煤制油技术是世界顶
级的，脱硫脱硝除尘特别干净，产出的柴
油就不是常见的黄色。”黄斌介绍，作为
全球单套规模最大的神华宁煤集团400
万吨煤制油项目，建设初期就肩负着我
国煤炭清洁化利用和破解煤炭产能过剩
困局的重任。神华宁煤人在缺技术、缺
人才的情况下，联合国内29家企业和科
研院所，用“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顽强
拼搏精神，攻关完成37项重大技术、装
备及材料的任务，且多项指标居于世界
领先水平，三项创新问鼎煤化工的“珠穆
朗玛峰”。

如今，神华宁煤400万吨煤制油项目
每年可以转化煤炭2046万吨，生产405
万吨合成油品。而且节能环保，冷却水循
环使用率达99.1%，工业尾气硫回收率达
到99.96%，工业废水近零排放。

贺兰山下的绿色梦想

8月28日下午，宁夏贺兰山东麓，一
大片葡萄园展现在记者面前。如果不是
听宁夏葡萄产业发展局副局长徐军介绍，
很难相信十几年前这里曾是茫茫一片戈
壁滩。

建在这片戈壁滩上的志辉源石酒庄
老板袁辉，给记者讲述了他在贺兰山下追
逐绿色梦想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
袁辉开办采砂厂做建筑材料。大规模的
石矿开采在当时的宁夏十分普遍，形成了
很多采空区。巨大的矿坑丑陋得像难以
抹去的深色伤疤。20年前，袁辉开始植
树造林、防风固沙，致力于荒漠整治和生
态再造。

2009年，宁夏开始打造贺兰山东麓
百万亩葡萄长廊，袁辉义无反顾投身葡萄
酒产业。他自己设计，利用砂石采空区的
错落地势和各类废弃建筑材料，将返璞归
真、虚静恬淡的中国园林美学、青砖青石
鱼鳞瓦的汉代建筑元素，与葡萄美酒的气
息巧妙结合，营造了一座以中国文化为核
心的葡萄酒庄。如今，志辉源石酒庄种植
近300万株树木，将17000多亩砾石荒地
改造成秀丽的生态风景区。

志辉源石酒庄的成功只是宁夏打
造“紫色梦想”的一个缩影。现在，宁夏葡
萄种植面积达到57万亩，建成酒庄86
个，年产葡萄酒近10万吨，综合产值超过

200亿元。宁夏的葡萄酒产业既改变了
荒漠，又富裕了农民，真是一举两得！

麦草方格为沙漠穿绿装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地处腾格里沙漠
边缘，是全国20个治沙重点区之一。

为保护我国第一条沙漠铁路——穿
越腾格里沙漠的包（头）兰（州）铁路，成立
于1950年的中卫固沙林场，经过多年的
探索，创造了世界奇迹——麦草方格固沙
法。治沙人用麦草在活动沙丘上扎设方
格固定流沙的办法，使肆虐的沙丘穿上了
绿装，破天荒地被固定住，并通过在麦草

方格里播种草籽、树籽，让绿色生命扎根
沙漠。

8月30日上午，参加全国省级党报
总编辑年会的记者，在沙坡头治沙区，亲
身感受麦草方格治沙的神奇。

“把1米长、1米宽的麦草呈方格状铺
在沙上，再用铁锹轧进沙中15厘米，留麦
草的三分之一或一半自然坚立在四周，然
后将方格中心的沙子拨向麦草根部，使麦
草牢固地竖立在沙地上……”“根据大风
扬沙的弧线原理，方格四周的麦草正好可
以阻挡沙子对方格的入侵，这样，就能保
证方格内植物的顺利成长……”工作人员
一边讲解，一边用形象的肢体语言分解动
作，让记者们很快掌握了动作要领，纷纷
挥动铁锹实践起来。

如今，经过中卫人几十年的持续治
沙，140多万亩沙漠披上绿装，沙拐枣、沙
蒿、花棒、柠条、杨柴等耐旱植物茁壮成
长，沙漠植被覆盖率由最初不足1%提高
到现在的42.5%，沙生植物由最初的20
多种发展到了现在的453种。治理之前，
腾格里沙漠距离中卫市区最近的距离只
剩6公里左右，现在这一距离已被拉大至
25公里外。

看着中卫人突破沙漠治理难关，打破
人类不可能战胜沙漠的神话，我们由衷地
为他们点赞！

重庆演出信息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槌言三尺——再言槌意”打击乐
专场音乐会
演出时间：9月7日19：30
演出票价：6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秋之韵律音乐会
演出时间：9月14日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重庆大剧院

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话剧《一句
顶一万句》
演出时间：9月8-9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80/480/680元

致敬古典·萨尔茨堡爱乐乐团
2018中国巡演——纪念乐团成立20
周年音乐会
演出时间：9月11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80/480/680元
市民音乐会—元杰钢琴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9月13日 19：30
演出票价：30/50/80/100元

施光南大剧院

儿童剧《一生气就大喊大叫的妈妈》
演出时间：9月7日 19：30
演出票价：80/150/200元
套票政策：240（150*2）/300（150*3）/
320（200*2）/420（200*3）元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剧院
百老汇悬疑爆笑音乐剧《两个人的

谋杀》
演出时间：9月14、15日 19：30
演出票价：80/180/280/380/480元
演出单位：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云瑚音乐厅

“爵色波兰”2018中国巡演RA-

FA·SARNECKI 爵士五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9月15日 15：30
演出票价：120元

涪陵大剧院

爱沙尼亚小丑默剧《PIIP与TUUT
的欢乐晚餐》
演出时间：9月14日 19：30
演出票价：80元
亲子套票：120（80*2）元

《秋日私语》钢琴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9月16日 19：30
演出票价：30/50/80/120元

重庆国际马戏城

美国大马戏《梦想马戏团&马戏玩
具》
演出时间：

9月12—14日 19：30
9月15日15：00/19：30
9月16日15：00

演出票价：80/120/200/300元

重庆文化馆大剧院

魔幻科学秀《外星人来啦》-重庆站
演出时间：9月9日 10：30/15：30
演出票价：50/80/120/180/240元
套票：200（120*2）/300（180*2）/400（240*2）元

“天空之城”宫崎骏·久石让动漫视
听系列主题音乐-重庆站
演出时间：9月15日 19：30
演出票价：80/180/280元

咨询热线：400-809-6039
官方网址：http：//www.cqpw.cn/
手机购票：关注微信公众号，点击

进入微商城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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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9月2日发布，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发生生猪
非洲猪瘟疫情，古泉镇某养殖场存栏生猪285头，死亡40头，五星乡某养殖场
存栏生猪440头，死亡94头。目前，该起疫情已得到有效处置。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我国将在9月3日24时迎来年内第17轮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业内
预计，本轮调价期内每吨油价上调幅度约为190元，若按家用汽车加满一箱油
50升计算，车主或多花7.5元。这也将是年内国内成品油价的第十次上调。

3日国内油价将迎年内第十涨

8月29日，人们在中国石油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厂参观。近年来，格尔木
炼油厂不断激活绿色生产“引擎”，推动了炼化产品升级换代。截至目前，累
计加工原油2419万吨，为青藏两省（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被誉为

“昆仑托起的明珠”。
日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媒体海西行”大型采访活动在青海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举行。 重报集团记者 陈乔第 摄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全国媒体海西行

荒漠上建起世界顶尖煤制油项目基地，戈壁滩变身百万
亩葡萄长廊，140多万亩沙漠披上绿装——

塞上江南绿色梦
本报记者 董延 摄影报道

▲ 8 月 30
日 ，吴 忠 市 青
铜 峡 ，塞 上 江
南美景美不胜
收。

◀ 8 月 28
日 ，贺 兰 山 东
麓 ，规 模 庞 大
的 葡 萄 种 植
园。

新华社雅加达 9 月 2 日电 （记者
刘宁 余谦梁 夏亮）再见雅加达，2022
相约杭州！第十八届亚运会2日在印度
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闭幕，下届赛事将于
2022年在中国杭州举行。

当晚闭幕式在雨中上演，轮滑兼速滑
运动员郭丹手擎鲜艳的五星红旗进入朋
加诺体育场。中国代表团派出845名运动
员参加了本届亚运会38个大项、376个小
项的角逐，连续十届蝉联金牌榜榜首。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代表团在三大球
项目上比上一届迈进了一大步。尽管中国
U23男足被挡在八强门外，以B队参赛的
男排最终位列第九，但中国队包揽男、女篮
金牌，女排夺冠，女足获亚军。在游泳、田
径项目上，刘湘、孙杨、苏炳添等多名运动
员在26个项目上的成绩排名进入本年度世
界前十；游泳9个小项世界排名前三，其中
女子50米仰泳、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
力、男子400米自由泳世界排名第一。

由雅加达和巨港联合举办的本届亚
运会吸引了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
1万多名运动员，参加了40个大项、465
个小项的比赛。奖牌榜上，中国队以132
金92银65铜继续高居榜首，日本队以75
金56银74铜位列第二，韩国队以49金
58银70铜排名第三。尽管与上届相比，
日本队超越韩国队排到第二，但亚洲体坛
总体格局未有大的变化。

本届亚运会共打破6项世界纪录。
刘湘在泳池里劈波斩浪，让尘封9年的女
子50米仰泳世界纪录就此作古。苏炳添

在田径赛场一骑绝尘，以9秒92重新定
义亚运会男子百米速度。18岁的日本选
手池江璃花子勇夺6金2银，当选本届亚
运会最有价值运动员。

闭幕式表演精彩纷呈。在雨中，来自
亚洲各地的音乐家、舞蹈家们载歌载舞，
向世界展示“亚洲能量”。

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宣布
本届亚运会闭幕。

当地时间20时02分许，艾哈迈德亲

王将亚奥理事会会旗交给杭州亚组委主
席、中国奥委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苟仲文。杭州亚组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杭
州市市长徐立毅从苟仲文手中接旗，标志
着亚运会正式进入“杭州时间”。随后，现
场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升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

杭州亚运城市宣传片出现在体育场
的大屏幕上，以《向往》为主题的“杭州时
间”文艺演出亮点纷呈。

杭州杰出市民代表、阿里巴巴集团董
事局主席马云手牵着捧来“西湖之水”的
杭州女孩和来自杭州的世界游泳名将孙
杨一起登场，共同发出盛情邀约——
2022，杭州欢迎全亚洲体育健儿和朋友
们到来！

在全场观众热烈的欢呼声中，2022
年第十九届亚运会会徽“潮涌”震撼升
起。杭州告诉亚洲与世界——2022，相
约杭州，相约杭州亚运会！

第十八届亚运会闭幕 中国连续十届蝉联金牌榜榜首

亚运会正式进入“杭州时间”

韩国特使团将于近日访朝敲定韩朝首脑会晤时间及议题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2日宣布，总统文在寅派遣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

郑义溶率领特使团将于本月5日访问朝鲜。预计此访将同朝方敲定韩朝首脑
平壤会晤的具体时间和议题。韩朝双方将围绕《板门店宣言》内容继续开展
磋商，以进一步推动韩朝关系发展。 （据新华社）

闭幕式上的“杭州时间”文艺演出。
本组图片由新华社发

马云在闭幕式上的“杭州时间”文
艺演出中。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重庆
日报记者9月1日获悉，由重庆运动
技术学院举重队教练徐革等13名队
员组成的重庆大师队，将代表重庆参
加9月15日在广东开赛的首届中国
大师杯举重比赛。

与其他举重比赛按体重分组不
同，本次比赛则按年龄段分组，共吸
引了20多个省份的百余名举重教练
和前举重运动员报名参赛。重庆大
师队的13名运动员中，年龄最大的
已经73岁，最小的也有50岁。

重庆将组队参加
首届中国大师杯举重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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