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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毛
主席给刘胡兰烈士的亲笔题词。题
词高度赞扬了刘胡兰临危不惧、宁
死不屈的革命精神。而在惠民县，
也有一位和刘胡兰一样的巾帼英
烈，她就是吴洪英烈士。

吴洪英是惠民县何坊乡王家湾
人，1908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吴洪英生得俊美端庄，家风良好，父
亲和兄长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
青少年时期，吴洪英勤劳能干，常年
参加田间劳动，18岁嫁给了牛茁村
的牛连奎。吴洪英虽在穷乡僻壤长
大，从未念过书，但却具有中华民族
传统妇女的美德——温柔，善良，勤
俭持家，任劳任怨；而且外柔内刚，
有着忠贞、刚毅、威武不屈的气节。

卢沟桥的炮声，传到了惠民
城。1937年11月，日寇从沧州兵分
两路，直扑惠民、阳信二县。两县的
国民党官兵不战而逃。日军所到之
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在这民族
危难之际，吴洪英的丈夫牛连奎毅
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牛茁
村成立了秘密联络站，由他负责传
递情报和上级文件。为保守党的机

密，牛连奎做到了“上不告父母，下
不传妻子”。丈夫的秘密行为，引起
了吴洪英的疑虑。在丈夫的开导与
影响之下，她逐渐明白了抗日救国
的道理，不但理解了丈夫，还主动支
持丈夫、帮助丈夫完成上级交给的
任务。

日寇投降后，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惠民县成立了各级人民政
府。牛茁村也建立了自己的基层政
权。这时的吴洪英，由一个普通家
庭妇女，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
员。她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动员本
村妇女参加妇救会，组织秧歌队、宣
传队，带头控诉旧社会的黑暗，宣传
新社会的光明。她还带领群众斗地
主，反恶霸，使牛茁村的群众运动开
展得轰轰烈烈。因此，她在群众中
有很高的威信，同时，也引起了暗藏
敌人的嫉恨。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攻
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在山
东，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每天从济
南机场起飞，到惠民城上空盘旋轰
炸，时局一时十分紧张。一些逃亡
在外的国民党兵痞和地主、富农分

子便趁机组织了“还乡团”，进行反
攻倒算。

1946年8月8日，130多名“还
乡团”成员，在牛茁村伪保长牛士林
的带领下，包围了牛茁村。他们的
口号就是“打进牛茁村，活剐牛连
奎。”这次，匪徒先派一部分人到地
里往回赶人，他们谎称八路军到村
里开会，民兵牛喜林见情况不妙，想
逃离现场回村报信，被一枪击中要
害牺牲了。牛连奎刚刚买粮回村，
邻居牛洪玉气喘吁吁跑到他家说：

“来特务了，快跑!”牛连奎想出村已
来不及了。他急中生智，就躲进秫
秸堆里，他的儿子翻墙跳到邻居小
学教师牛玉山家躲了起来。

这时，几个匪徒闯进吴洪英
家。为了转移匪徒们的视线，吴洪
英故意进牛棚添草。匪徒们喝问吴
洪英：“牛连奎在哪里？”吴洪英镇静
地回答：“上新安镇了，昨天走的。”
匪徒们哪里相信，就钻进牛棚里找，
又进屋里乱翻。“他什么时候回来？”
一个小头目问。吴洪英说：“说不定
什么时候回来。”匪徒打了吴洪英两
巴掌，把她连推带搡，押到了街上。
吴洪英出门一看，匪徒们正从各家
各户往街上赶人，男女老少挤满了
大街。农会会长牛树林、民兵牛之
如被绑在一棵老槐树上。吴洪英迎
面碰上了匪首班潘敏，一听说吴洪
英是牛连奎的妻子，班潘敏便命令
把吴洪英捆起来，吊在一棵大树上，
不分青红皂白，对着她就是一通毒
打。匪徒逼吴洪英说出牛连奎的下
落，说出谁是党员、农救会干部和积

极分子。班潘敏说，只要你说了，马
上就放了你。面对敌人的严刑拷
打、威逼利诱，吴洪英虽然多处受
伤，但她仍大义凛然，咬紧牙关，什
么话也没说。

为了恐吓群众，杀一儆百，匪徒
先杀害了牛树林同志。又恐吓吴洪
英，得到的答案仍然是“不知道”!敌
人无计可施，便搬出铡刀相威胁，而
吴洪英毫不畏惧，毅然走向铡刀，穷
凶极恶的敌人凶残地用铡刀将吴洪
英铡成三段，并踢到池塘里。吴洪
英同志英勇就义，年仅38岁。吴洪
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入党时
的誓言。面对敌人的铡刀，她信念
坚定、不怕牺牲；面对敌人的诱惑，
她严守秘密、慷慨赴死。

吴洪英（资料片）

“刘胡兰式”的烈士吴洪英：严守秘密慷慨赴死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赵利华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
讯员 王小英 报道）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史学习
教育总体要求，鼓励青少年积极
学习党史，传承红色基因，4月22
日下午，阳信县职业中专开展了

“学党史 知党情 跟党走”党史学
习教育主题团日活动。

活动在国旗下演讲中开始，
优秀党员教师孙锐锐为团员们
上了一堂题为《从百年历史看党
的初心和使命》的主题党课，带
领学生们感知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百年来的奋斗历程，鼓励学生

们学党史、感党恩，坚定不移跟
党走。之后，由阳信县职业中专
学生自编自创的以“建党100周
年”为主题的诗歌朗诵激情上
演，展现了全校教师爱党、爱国、
爱家乡、爱学校的真挚情感。活
动中，大家还集体观看了红色影
片《建党伟业》。

参加活动的学生们表示，通
过党史学习教育，自己深刻认识
到了中国共产党先进的政治属
性、崇高的政治理想、纯洁的政
治品质，以后会以史为镜，做到
永葆坚定信念、永葆奋斗精神，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董彦兵 报道）为进
一步改善张肖堂干渠水质，预防
水草大面积滋生造成水体污染，
自4月初起，市水利资源开发建
设中心启动张肖堂干渠城区段
水草刈割打捞工作，对张肖堂干
渠渤海五路至长江三路段的水
草进行集中刈割打捞。

市水利资源开发建设中心
工作人员介绍，我市进入4月后
气温不断升高，易造成水草滋生
蔓延，对水质带来一定影响。该
中心提前行动部署，针对今年张
肖堂干渠中水草多、密度大、打

捞难、外运难等问题进行分析研
究，制订了周密的刈割打捞方
案。截至目前，共刈割打捞清理
水面6.2万平方米、外运水草550
余吨，有效改善了张肖堂干渠的
水质，维护了城区水生态环境。

同时，该中心还对张肖堂干
渠长江二路至华海医院橡胶坝
段两岸损坏的栏杆进行修复，共
修复 350 余米，既提升了设施

“颜值”又消除了安全隐患，有利
于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此次张
肖堂干渠城区段水草刈割打捞
和栏杆修复工作计划于“五一”
之前全部完工。

维护城区水生态环境
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张肖堂干渠城区段水草刈割打捞和栏
杆修复工作“五一”前完工

阳信职专主题团日学党史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清春 通讯员 吴楠 温明华 报道)
4月21日，滨州市艺术创作研究
所、滨州市戏剧家协会一行5人
前往惠民县姜楼镇开展戏曲创
作发展帮扶与调研活动。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惠民
县姜楼镇实验京剧团、姜楼镇乡
村赋能展示中心开展采风调
研。调研结束后，“加强农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工作队姜楼镇小
队、市艺研所召开了帮扶姜楼镇
戏曲创作座谈会，旨在结合当地
庄户剧团实际与乡村赋能工程，
为当地打造京剧剧目做好服务
对接，以文艺力量助力基层党建
和美丽乡村建设。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畅所欲
言，并就下一步剧团活动的开
展、剧本创作、新创剧目打造等
工作进行了交流探讨，达成了进

一步的帮扶合作意向。市剧协
主席、市艺研所所长臧宝荣表
示，惠民县姜楼镇经济发展基础
良好，党委政府对文艺工作高度
重视，百姓对文化也有更高的需
求。姜楼镇实验京剧团作为一
家有着20年发展历程的民政部
门注册的庄户剧团，班子齐全、
党建引领，发展有思路、有规划，
富有前瞻性，值得市艺研所、市
剧协关注支持。服务院团发展、
在创作研讨等环节为院团提供
支持，是市艺研所的职责所在。
下一步，市艺研所将通过开展

“一剧一评”等活动，结合当地特
色产业与文化，探索深度帮扶模
式，更好地为剧团服务。

座谈最后，市艺研所、市剧
协将近年来编撰的滨州地方戏
曲研究丛书、乡村振兴文艺作品
集等2套12册创作研究成果无
偿赠予姜楼镇政府及惠民姜楼
实验京剧团，助力当地文化建设
和剧团事业发展。

市艺术创作研究所、市戏剧家协会联合
开展戏曲创作发展帮扶与调研活动

精准帮扶庄户剧团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在刚刚结束的省乒协杯乒乓球
赛上，全省16地市乒协均派出最强
阵容来滨州参赛。该项赛事由滨州
市乒乓球运动协会承办，滨州队也
在比赛中赛出了精气神，拿到一项
个人冠军、两项团体亚军。

据统计，目前我市拥有乒乓球
运动协会等体育社会组织894家。
2020年，全市共开展各级各类健身
赛事活动3000余项次，累计吸引30
万人次参与，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人口比例达到38%。

滨州乒协：发 挥“ 国
球”作用，引领全民健身，
助力滨州经济社会发展

“乒乓球是我一生的挚爱，我今
年七十岁，参加乒乓球运动也有六
十年了。”滨州市乒乓球运动协会主
席于志刚说，乒乓球作为“国球”深
受大众喜爱，滨州有广泛的群众基
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了健康拿
起球拍，走向球台。

如今，“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上
升至国家战略。于志刚表示，乒乓球
作为“国球”，在助力“全民健身”、建
设“健康中国”中大有作为，大家通过
习练乒乓球，不仅能提高身体素质，
还能改善精神面貌，一举两得。

近年来，滨州乒协一直把推广
乒乓球运动与宣传滨州的有机结合
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致力将乒乓球
运动打造成滨州的一张城市名片，
成效显著：作为地级城市，而且是规
模较小的地级市，滨州最多的时候
同时拥有三支乒超球队——魏桥创
业、鸿安京阳、京博八一，这在全国
是没有过的；在滨州市区，有两个乒
超主场，市体育馆是马龙领衔的魏

桥创业俱乐部的主场，市乒乓球馆
是刘诗雯领衔的鸿安京阳俱乐部的
主场。“有了这些球队和场地，滨州
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世界级水平
的精彩对决，而且中央电视台多次
直播滨州赛区的比赛，不仅满足了
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提高了滨
州的城市影响力。”于志刚说。

同时担任滨州老年人体育协会
主席的于志刚介绍，中国老年人体
协也将乒乓球专项委员会设在了滨
州，这充分说明了中国老年人体协
对滨州乒乓球运动普及和办赛能力
的充分肯定，而这同样是滨州的一
张城市名片。此外，滨州老年人体
育活动中心是中国老年体协命名的

“全国老年人健身活动示范基地”，
这在全省16个地市中是唯一的。

于志刚说，任何一个体育项目
的发展，都离不开当地党委政府和
体育主管部门的关注和支持，不论

是老年体育事业还是乒乓球事业，
市委、市政府和体育主管部门都给
予了很大的支持。今年，滨州市乒
协将组织举办一次全国性的“沿黄
城市乒乓球赛”，以乒乓球为媒介促
进沿黄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

国象国跳五子棋协
会：突出党建引领，加强

“体教融合”，为国家培养
更多棋类人才

近日，记者在滨城区第一小学
的跳棋课堂上看到，二十几名小学
生正在对弈，这所学校培养出了游
瑞杰、王亨鑫、徐小雅等棋协大师棋
手，其中徐小雅在2017年天津全运
会上代表山东队夺得群体项目的国
际跳棋冠军，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
的亲切接见。

目前，我市已有70多所中小学

和幼儿园把国际象棋、国际跳棋纳
入课堂教学，滨城一小等17个单位
被授予“全国国际象棋特色学校”称
号。2020年12月，市体育局、市教
育局、市体育总会联合举办了2020
年滨州市国际跳棋校际联赛，标志
着作为七个全国试点城市之一，“体
教融合”全国国际跳棋普及推广项
目正式在滨州落地。

以上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滨州
市国际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协会的
工作密不可分。

自2004年开始，现任滨州市国
际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协会主席刘
文明就在滨州开展国际象棋教学培
训，2007年又首开展国际跳棋教学
培训。经过十几年努力，全市接受
国际象棋、国际跳棋教学培训的人
数达10万余人。截至目前，滨州国
跳选手已经夺得7项世界冠军、8项
洲际赛冠军，700余人次获国内赛事
冠亚季军，已有4000余名棋手晋升
为大师、棋手、运动员。

刘文明表示，滨州之所以能成为
“体教融合”全国试点城市，得益于滨
州棋类运动的普及程度和取得的骄
人成绩。多年来，市体育主管部门给
予了协会充分的支持和帮助。比如，
因为协会每年代表滨州队参加省全
民健身运动会等赛事，市体育局采取
以奖代补的形式给予资金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在滨州市体育
社会组织党委的指导下，滨州市国
际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协会成立了
党支部，多次组织党员到孔繁森纪
念馆、焦裕禄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
地参观学习。刘文明表示，党建引
领为协会发展注入了无尽动力，协
会将努力培养更多优秀棋类人才，
为滨州、为中国争取更大的荣誉。

■■■■■■■■■■■■■■■■■■■■■■■■■■■■■■■“聚焦群体、关注产业，滨州体育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上）

全市894家体育社会组织引领“全民健身”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任宵 郭文璐 通讯员 董会青

“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全国上下群众参
与健身、追求健康体魄的热情不断高涨。滨州市委“83工程”和市政
府“12156”民生实事都将体育工作列入其中，滨州体育迎来了事业发
展的历史新机遇。

今日起，滨州日报·滨州网推出“聚焦群体、关注产业，滨州体育
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该系列分上、中、下三篇，分别从体育社会组
织、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产业发展三个方面，展示滨州体育在群众
体育和体育产业方面的高质量发展成效。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
肇敏 通讯员 牛振东 报道）今年4
月25日至5月 1日，是全国第19
个 《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今
年的宣传周主题是“共创健康中
国，共享职业健康”。4月 26日，
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民政
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医疗保障局、市总工会联合举
办的 《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活
动启动仪式在中海沥青股份有限
公司举行。

启动仪式上，为获得山东省职
业中毒事件处置技能竞赛个人赛第

一名、特等奖的马庆智颁发了荣誉
证书；中海沥青公司负责同志介绍
了职业病防治工作情况，公司代表
宣读了创建健康企业倡议书。启动
仪式结束后，大家共同观看了各参
展单位活动宣传展板，现场发放了
职业病防治宣传资料。

下一步，全市各相关部门、企
业将进一步增强抓好职业病防治工
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健康企业
建设活动、职业健康达人评选等工
作为抓手，扎实推进职业病防治工
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我市启动《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张 宁 樊霄燕 报道）
在滨州市市场监管局的统一领
导下，4月23日，滨城区市场监
管局开展了侵权假冒伪劣商品
统一集中销毁行动。

本次集中销毁的商品全部
是在执法行动中查封的侵权假
冒产品，涉及服装、食品、药品、
酒类、防疫用品、日化用品等20
余种产品。销毁现场采用无害
化处置的方式，符合节能环保等
相关规定。

近年来，滨城区市场监管局
高度重视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先
后开展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知
识产权执法“铁拳”行动、农村假
冒伪劣食品专项执法行动等。

今年第一季度，滨城区市场
领域查办各类违法案件69起，涉
案货值158万元。下一步，滨城
区市场监管局将进一步加强市
场监督检查频次，严厉查处制假
售假、损害群众消费及安全的违
法行为。

滨城区集中销毁执法查封的
侵权假冒伪劣商品

【编者按】

棋类运动在滨州中小学广泛开展棋类运动在滨州中小学广泛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