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综合本版责编：王文婷 王慧卿

2021年9月13日 星期一

韩启明（1917-1951），原名韩永
仁，介休市河东村人。革命烈士。

韩启明从小酷爱学习，17岁时以
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汾阳县铭义中
学。他思想活跃，经常和同学探讨国
事。由于家庭贫困、学费昂贵，韩启
明大胆给校长写信，详述家庭经济状
况，表达自己学业未尽心不甘的遗
憾，恳请校长想办法帮助自己完成学
业。信写得真挚感人，校长决定让他
兼管学校的图书，勤工俭学，坚持修
完学业。韩启明利用在图书馆的机
会阅读了大量书籍，尤其是中国早期
共产党人翻译的外国书刊，使他大开

眼界，萌发了革命意识。
1936年，韩启明初中毕业回到家

乡后，当了一名乡村教师。1938年，
日军侵占介休后，他上绵山参加了抗
日游击队，在第三行政区游击第五支
队做政治工作。同年，韩启明加入中
国共产党。1944年，任太岳军区组织
部干部科科长。1947年，任太岳军区

第八总队 538团政委，并率领战士们
先后参加了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
中战役、太原战役等。

1950年 3月，韩启明随部队南下
作战，参加了解放四川的战斗。538
团整编为 539 团后，他仍为团政委。
四川解放后，539团承担接管蒲江县
的工作，韩启明兼任军管会主任、县

委书记。针对国民党残匪和土匪不
断骚扰村庄、袭击工作人员、抢劫财
物、残害百姓的状况，他组织武装力
量开展了剿匪工作，同时紧抓新政权
新班子的巩固和生产建设工作。

1950 年 10 月 19 日，韩启明率领
539团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 7
月，其所在部队接受了阻击敌人、掩
护朝鲜人民军安全撤退的任务。他
们坚守在 4号阵地，顽强地击退了敌
人的6次进攻。在敌人发动的第7次
进攻中，炮火异常猛烈，一颗流弹在
他头顶炸开，韩启明不幸牺牲，时年
34岁。

韩启明

宋崇魁（1919-1951），和顺县南
李阳村人。革命烈士。

宋崇魁自幼好学，性情豪爽，爱
打抱不平。1937 年，考入县民族革
命第一高小读书，逐渐接受民主思
想。1938 年 1 月，加入牺盟会。同
年，宋崇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
年，任八路军 129 师某部侦察科长。
宋崇魁智勇双全，英雄虎胆，多次深
入敌占区侦察敌情，为抗日军民粉
碎日军“扫荡”提供了准确情报，屡
次立功。敌伪人员曾数次到宋崇魁

家以“匪军”罪名威胁其父母兄弟。
宋崇魁得知后，写信安慰父母、兄弟
注意安全，他誓与日本侵略军拼杀
到底，赶不走侵略者不下火线，不回
家乡。

1945 年春，和顺解放后，父母为

宋崇魁安排好婚事，因战事繁忙，他
竟未回家成婚。1947 年，宋崇魁随
军南下，任解放军三野 34 师 106 团
团 长 ，开 辟 大 别 山 根 据 地 。 1948
年，宋崇魁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
役。后转战云南、四川一带，率部队

深入高山密林清剿顽匪，多次立功
受奖。

1951年 2月，宋崇魁随部队赴朝
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4月 22日，他
率全团战士经一夜激战，夺取了 500
高地。23日，美军调集飞机、坦克、大
炮向阵地狂轰滥炸，宋崇魁率领部队
坚持战斗，一昼夜打退敌人数次反
扑。团部指挥所被炸毁后，宋崇魁到
阵地前沿指挥作战，不幸中弹牺牲，
时年 32岁。后其遗体被安葬在朝鲜
志愿军烈士陵园。

宋崇魁

共产党员不忘初心，很重要的就
是时刻不忘自己党员的身份，时刻不
忘入党时庄严许下的誓言。其中，保
守党的秘密，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纪
律。它伴随党的成立而产生，随着党
的事业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且特殊
的地位。

（一）

1921年 7月，秘密召开的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党
的正式成立。这种秘密建党的形式，
决定了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在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性。针
对当时的政治生态和生存状态，中国
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保守党的秘密
作为全体党员的铁的纪律写进了党
的纲领性文件中。党的一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对中国
共产党的纪律作了初步的规定，并突
出强调了保守党的秘密的要求：“在
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
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明
文性的保密要求。从该规定可以看
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保守党的
秘密是生长于极端残酷斗争环境下
的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特殊要求。

党的二大通过的党史上第一个
《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党的根本大法
的形式宣示了党的纪律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章程》再次强调了保守
党的秘密的重要性，并把这一要求提
高到了党的纪律的高度，规定：凡“泄
漏本党秘密”的党员，“该地方执行委
员会必须开除之”。

一大、二大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党
的一些重要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对保
守党的秘密的组织纪律原则的最初
规定。

1926年1月29日，中共中央组织
部印发《加强党的秘密工作》（组织部
通告组字第 3号）。该文件把保守党
的秘密提高到了是否革命的高度，指
出：“组织上的秘密即是保护秘密，即
是看重革命。不守秘密，即是变相告

密，是破坏组织的反动行为。”对于知
密者的具体要求，文件明确指出，党
内“一切保密事项”不得告诉父母、兄
弟姊妹和爱人等。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下发
的第一个有关保密工作的专门文件，
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有关
党的纪律的专门文件，由此更加凸显
了保守党的秘密在党的纪律中的特
殊重要地位。

革命初期的保密教育，虽然刚刚
起步，简单朴实，但却深深地烙在了
共产党员的内心。

据邓颖超回忆：“那个时候的党
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对党员遵守纪
律、保守秘密的教育特别重视，抓得
很紧，至今印象还很深刻。”

革命战争年代，绝大多数共产党
员都深知保守
党的秘密的极
端重要性：谋成
于密而败于泄，
三军之事莫重

于密。遗憾的是，在大革命后期，却
发生了泄露党的核心秘密的事件。

1927 年 6 月 5 日，共产国际代表
罗易擅自将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
绝密指示交给了汪精卫，直接促使汪
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从而导致第
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

此后，为提高全党保密意识，1927
年8月7日，党中央紧急召开八七会议
通过《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指
出，“极严格的秘密规律，是秘密状态
中党的工作之基本条件”，因此，各级
党组织要加强党的秘密工作，“虽极小
的破坏秘密规律，都应与以严厉的处
分（一直到开除）”。这次会议对于保
守党的秘密的要求作出了重大调整，
要求全党全面转入地下斗争，一切工
作再次实行全面的秘密化。

党史上不同时期对“保守党的秘密”有何要求？
（一）

晋中市国家保密局 晋中日报社 联办

追忆保密历史追忆保密历史 传承红色信仰传承红色信仰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百年百先锋百年百先锋

本报讯（记者宋向红）近日，教
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公
布了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
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
名单，山西医科大学、太原理工大
学、山西农业大学等驻市高校多个
学科在列。

从统计结果来看，本次公布的
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
共涉及全国 455 所高校，5669 个二
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其中，自设二级
学科 5053个，交叉学科 616个。山
西省 9 所高校入列名单，其中山西
财经大学 9个、山西大学 8个、山西
医科大学 7个、中北大学 7个、太原
科技大学 5个、太原理工大学 4个、
山西农业大学3个、山西师范大学2

个、山西中医药大学2个。
为进一步扩大办学自主权，推

动学位授予单位快速响应国家对高
层次人才的需求，加强新兴交叉学
科发展，办出特色和优势，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教育部于 2009年印发了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
置与管理办法》，对二级学科设置办
法进行了改革，学位授予单位可在
获得授权的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与
调整二级学科和按二级学科管理的
交叉学科。近年来，各学位授予单
位立足学科发展前沿，积极回应社
会需求，自主设置了一大批二级学
科和按二级学科管理的交叉学科，
有力推动了新兴交叉学科发展，强
化了复合型人才培养。

教育部公布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
驻市高校多个学科在列

本报讯（记者李文娟）为进一步
加强校园安全管理，提升广大青少年
的法律素质，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日前，市公安局组
织公安民警走进全市各中小学校开展
平安课堂进校园活动，为学生送去精
彩的安全知识讲座。

活动中，民警根据学生年龄和心
理特征，通过以案说法、面对面交流等
方式，深度讲解了常见交通标志、文明
出行、车辆盲区等交通安全知识，科普
了如何安全用水用电、毒品样式与危
害、如何识别防范诈骗等生活安全知
识，以及如何预防意外伤害、如何应对

校园欺凌等校园安全知识。
活动结束后，民警还引导学生要

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乐观的
生活学习方式，在遭遇不法事件时，要
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正确报警。建议
校方常对学校师生、保安、工勤人员进
行安全知识宣传、培训，严格落实上
学、放学期间的门卫值守、检查制度，
加强对进出校园人员、物品的安全检
查，并严格登记，严防不法人员进入校
园，严防管制刀具、汽油等危险物品带
入校园，时刻紧绷校园安全这根弦，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期间防疫措施，确保
校园安全各项规章制度落到实处。

市公安局组织开展平安课堂进校园活动

榆次区相立村是一座具有千余年历史的传
统村落，该村积极完善古村保护规划，传承历史
文化遗产，利用山水资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近
年来，该村修复举人院、古戏台等20处古建筑和民
居院落，用于民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引
进种植樱桃、枸杞、食用玫瑰，引领村民开办农家
乐，发展休闲农业；改善基础设施，美化人居环境，

规划旅游线路，吸引了众多周边游客纷至沓来。这
是记者9月6日在该村拍摄的一组图片。

图①：修复完工的举人院古民居。
图②：村民在修缮古院落。
图③：村民介绍自家古院落内照壁的历史

故事。
本报记者 裴晓军 摄

（上接第1版）
“云竹湖兼容了山西厚重的历史

文化和地方独特的生态文化。利好的
政策、路网的完善，为云竹湖旅游发展
注入了强劲动力。”云竹湖度假村运营
总监靳磊说，“尤其是今年以来，榆社
县通过实施增绿增彩、管网建设、湖岸
整治、景观打造等系统性基础工程，一
体推进云竹湖‘生态修复、水态治理、
业态开发’，加快实现单一沿湖开发向
大生态、大景区、大旅游全域绿色发展
转变，大大提升了云竹湖的知名度、开
放度和美誉度。我们抢抓机遇，对云
竹湖景区进行了升级改造，通过‘旅
游+’模式进行融合发展，打造集康养
艺术、科普性、趣味性、参与性、大众性
为一体的旅游度假区。”

沿着高速看榆社，呈现在我们眼
前的，不仅仅是一条条宽阔顺畅的
路，更是一幅充满生机活力的奋斗
图景！

一路走，一路皆风景，我们看到了
榆社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的决心和毅力，
看到了榆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度
和速度！

近年来，榆社交通建设一路快马
加鞭，高歌猛进。通过强基础，完善公
共交通路网，为城市未来发展赋能；促

发展，郑太高铁通车拓宽发展面，为经
济增长提供新的支撑点；助增收，“四
好农村路”为增收致富筑牢根基，推动
乡村振兴；惠民生，“城乡公交一体化
运营”畅通城乡路网，便利城乡居民出
行，全力构建综合交通枢纽。

路通，百业兴；路畅，百业旺！
榆社县箕城镇北马会村毗邻太长

高速南口，交通便利。走进村里，特色
民居交相掩映，花香酒香四处飘溢，来
此休假避暑的人络绎不绝。村民周玉
开了一家农家乐北马会菜馆，生意好
的时候，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他的脸上
时刻洋溢着笑容。

在榆社县河峪乡河峪村，种植户
石跃飞正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他说：

“过去村里坑坑洼洼的土路，黄瓜收获
后用小车运出去，不是磕碰了就是压
坏了，卖不上好价钱。现在道路都修
到了田间地头，蔬菜能及时运走，品质
有了保证，也能卖上好价钱。”行走在
广阔的农村大地上，一条条道路如飞
舞的丝带在村庄间环绕伸展，满载农
货的车辆在其间来回穿梭……一幅乡
村振兴的秀美画卷展现在人们眼前。

路通则民富，畅通快速、便民惠
民的交通路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无穷活力，让人们的幸福触
手可及！

（上接第1版）
在不改变农民对土地承包权、经

营权和农产品收益权的前提下，通过
开展土地服务精准到户，有效解决农
民对流转土地的疑虑和矛盾心理，实
现其不种地也能增收的愿望。上半
年，土地托管全市完成土地服务面积
10.86 万亩，土地全托管面积 7.81 万
亩，服务农户 6780 户。同时，围绕农
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开展形式多样的
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努力提高电商服
务人员和农民的综合能力、业务素质，
更好地服务当地经济发展。

针对农产品流通中存在的市场不
畅、流通环节多、市场对接难等问题，
市供销合作社着力健全农产品现代流
通体系，提升物流服务水平。在完善

电商平台建设上，强化体系管理、人员
配备、体验店规范运作，优化村级体验
店的服务职能，网上商城建设取得明
显成效。在积极推进冷链物流、产
地收集市场、仓储设施建设上，充分
挖掘供销系统占据的城镇中心土地
资源，通过引进社会资本等方式建
设一批大中型购物广场、乡镇商贸
综合体、大型超市、集镇中心店和区
域配送中心，提升供销社商贸物流
服务水平。据介绍，2021 年底，祁县
将用好省社乡村振兴扶持资金，完
成晋果飘香祁县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冷链仓储设施建设；榆社县将用好
省社培育壮大工程扶持资金，完成云
竹百信供销惠农服务有限公司农产品
冷藏保鲜库建设。

（上接第1版）
省校合作工作开展以来，市委第

一时间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立
足晋中特色优势，锚定“走在全省前
列”目标，高质高效推进各项工作。组
建了高规格领导小组，成立了全省首
家省校合作工作服务中心，专题研究、

专班推进省校合作工作；拿出了 4 项
硬政策，保障全市“12大基地”建设；开
展了规模最大的校地接洽，截至目前，
全市已与 36 所省外知名高校开展合
作，落地省校合作项目51个，正在洽谈
合作项目90个。

“制作网上VR展厅，就是我们践

行‘立即、马上、现在’效率观念，打造
省校合作线上服务‘桥头堡’‘云平台’
的实际行动，也是疫情防控期间保持
工作‘不断档’、联系‘不断线’的有效
尝试。”李莉峰说。

随着深化省校合作工作的推进，
晋中将深入挖掘地方特色、优势和潜

力，打包推介宣传，深入了解高校的需
求、大学生的要求，通过线上线下联动
服务，无缝沟通接洽，真诚兑现优惠政
策，精准展示晋中形象，全面提高合作
质量。下一步，将逐步完善VR展厅建
设内容，增加平台留言功能，实现展厅
与受众的互动，增加科技人才项目对
接功能，帮助校地、校企之间找准契合
点，有效匹配需求，将VR展厅打造成
一个集展示、互动为一体的“双核”平
台，有力服务山西“智创谷”建设。

为美好生活筑通途为美好生活筑通途

我市推进省校合作工作网上我市推进省校合作工作网上VRVR展厅上线展厅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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