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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他不善言辞，却面朝黄土背
朝天，50多年如一日，用苦干、实
干践行着“国家需要、党的号召，
就是我生产的方向”的崇高使
命。生前三次被国务院授予全国
劳模，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他成为共
和国农业战线上一面永不褪色
的旗帜，他就是从黄土地走出的
文 登 拥 军 模 范 、全 国 劳 动 模
范——— 张富贵。

1913年8月，张富贵出生在文
登望海隋家村(现文登区高村镇
金岭村)的一个贫苦雇工家庭。五
岁时母亲去世，父亲为生活所迫
流落他乡当长工，他过继给本家
的寡妇伯母，两人相依为命，饱
尝凄凉伶仃之苦。七岁即下地干
活，十三岁始开始给地主放牛、
当长工。二十五岁，伯母借钱为
张富贵成了亲，一家人背着驴打
滚的债，生活在贫困交加之中。
其间，张富贵到处寻求生路，学
过泥瓦工、学过武术，但始终没
有摆脱窘迫的日子。

1937年12月，天福山起义爆
发，在党的号召下，张富贵加入
了高村镇望海隋家村游击队并
担任队长。1940年，八路军来到了
望海隋家，建立了抗日民主政
府，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
和增加雇工待遇的斗争，张富贵
第一次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与光
明，他带头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并
增加雇工的待遇。

获得翻身解放的张富贵，对
党和人民的军队是一往情深。

“没有人民的军队，还有老百姓
的么？”这是张富贵经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1941年春，张富贵与
隋锡荣、倪永恒三户贫农成立了
全县第一个拥军优属小组，不分
昼夜为军工烈属分忧解难。他曾
一天给七家烈军属翻过猪圈，至
于推泥、沤粪、挑水、拿草、砌墙
等活，他差不多每天都做；在发
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他也总是
把拥军优属当做一项重要内容
研究落实，村里烈属、军属的地
里没少见他忙碌的身影。烈军属
们逢人便说：“俺家的地从没长
过这样好的庄稼，这都多亏了张
富贵他们！”在张富贵的带领和
影响下，文登境内各村也相继成
立了拥军优属小组，拥军优属成
为当地人民群众的一种自觉行
动。

1940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
文城及汪疃、高村等重镇，控制
交通要道，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
事“扫荡”和经济封锁。为战胜严
重的经济困难，文登县抗日民主
政府组织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
动，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积极支
援抗日和解放前线。1943年，张富
贵响应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
区向抗日军民发出“组织起来”
的伟大号召，在原来拥军组的基
础上，与何其孔等五户农民一
起，带头在全县办起了第一个农

业互助组，发动全村群众普遍参
加，较好地解决了缺劳力、缺畜
力、缺农具、缺资金等种种困难，
全村一年的收入做到了耕二余
一(即耕种二年可剩余一年的粮
食 )。当年张富贵一人多交公粮
200多斤，全村多交公粮900多斤，
有力地支援了前线部队，受到胶
东区党委的肯定与推广。后来，
张富贵还亲自跑遍了文登、荣
成、威海、昆嵛四县30个村，指导
组织102个互助组，并帮助周边村
庄的群众、烈属和军属打井120多
眼，使许多村庄的农业生产摆脱
了等雨靠天生产的被动局面，实
现了粮食大丰收。1945年，张富贵
被选为胶东区第一位特等劳动
英雄。

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不久，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恢复
其独裁统治，于1946年悍然发动
了全国内战。为了保卫抗战的胜
利果实，保卫解放区，经过长期
浴血奋战的解放区军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对进犯的国民
党军队进行自卫反击战。为全力
支援前线，张富贵带领群众，进
行了土地改革和复查运动，斗倒
了本村地主，实现了“耕者有其
田”。几千年的封建枷锁被砸烂，
翻身的农民迸发出高涨的革命
热情。张富贵更是殚精竭力，千
方百计带领翻身村民努力发展
生产，支援前线。

1947年，全国解放战争转入

反攻阶段，战争规模越来越大，
参军支前任务很重。刚刚结婚的
青年倪玉杰，带头报名参军，但
家里确实有困难。张富贵了解到
这个情况后就主动来到倪玉杰
家。他说：“你放心走吧，家里的
事我们全包下来。”倪玉杰高高
兴兴地参军后，张富贵就为他们
家精心代耕代种。他常对人说：

“人家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在
后方多流点汗，做好拥军优属工
作，这是理所应当的嘛！”解放战
争时期，望海隋家(即现在的金岭
村)的青壮年参军支前走了将近
一半。全村700亩土地，只剩下了
50多个整半劳力，耕种十分有困
难。面对这种情况，张富贵挺身
而出，把全村的妇女和儿童也都
组织起来，开展生产互助，农忙
季节实行大变工，充分挖掘劳力
的潜力，每年不仅能交足公粮，
还做到了自给自足，实现了支
前、生产两不误。为了表彰张富
贵的拥军优属的成绩，他曾多次
被选为拥军优属模范。

张富贵是一个胸怀宽大的
人。国家的事，集体的事，别人的
事，就是再多，他心里也有地方
放。1948年春，邻村望海曲家曲二
和本村王云田等15户，因缺粮吃
而影响生产，张富贵自己节衣缩
食，把存有的700多斤玉米和地瓜
干无代价地分给他们，并教育他
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

在抗日和全国解放战争时

期，张富贵充分发挥了一位劳动
英模的骨干、带头、桥梁作用，他
一心跟着党，带领全村努力发展
生产，竭力支援前线，作出了历
史性的杰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张富贵先后
担任过文登县富贵初级农业社、
明星高级农业社、高村人民公社
社长，东方红大队党总支书记。
他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制定农业生产指标，改
革耕作制度，改良生产技术，推
广优良品种，兴修水利，粮食实
现连年增收。当时，《大众日报》
等报刊用大量篇幅报道了明星
社的先进事迹，而张富贵本人也3
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多次受
到国务院表彰和毛主席等国家
重要领导人的接见。尽管张富贵
后期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他
却始终以一个最普通的农民形
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昆嵛山高，没有党的恩情
高；黄海水深，没有党的恩情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张富贵。
我要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
这是张富贵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从黄土地一名普通的庄稼汉到
闻名全国的农业劳动模范，他始
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始终
发挥着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兢兢业业，勤勤恳
恳，无私奉献，走出了一条不平
凡的人生路。

(文登区双拥服务中心 供稿)

时代天幕的炙烈火焰
——— 记文登拥军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张富贵

荣成市小落河岳泊庄~周家庄段治理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特发布以下公告：
一、项目名称：
荣成市小落河岳泊庄~周家庄段治理工程

项目
二、建设地点：
荣成市湾头水库上游、小落河干流岳泊庄

(0+000)—周家庄(3+252)段
三、查阅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方式及期限
目前本项目已编制完成《荣成市中小型水

利工程建设局荣成市小落河岳泊庄~周家庄段
治理工程项目(征求意见稿)》，为使本项目治理
河段周边300m范围内可能受影响的居民更好
的了解本项目，特发布此公告，欢迎广大居民向
本项目建设单位及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出宝贵
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可登陆whhpg s@163 . c om(密码：
qixinhuanbao)下载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

见表》，或到荣成市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局和威
海齐心环保咨询有限公司所在地址获取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自本
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荣成市中小型水
利工程建设局和威海齐心环保咨询有限公司交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提交方
式为信函、电话、发传真或发送电子邮件。

四、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荣成市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局
地址：荣成市观海东路6号1202
联系人：徐工

联系电话：13082676718
五、承担环评工作的评价机构
环评机构：威海齐心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威海市高区丹东路82号
联系人：刘工

联系电话：15662368895
荣成市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局

2020年5月13日

荣成市小落河大疃村~东沟南疃段治理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特发布以下公告：

一、项目名称：荣成市小落河大疃村~东沟
南疃段治理工程项目

二、建设地点：荣成市湾头水库上游、小落
河干流上游左支大疃村(0+000)—东沟南疃(0+
270)段

三、查阅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方式及期限
目前本项目已编制完成《荣成市中小型水

利工程建设局荣成市小落河大疃村~东沟南疃
段治理工程项目(征求意见稿)》，为使本项目治
理河段周边300m范围内可能受影响的居民更
好的了解本项目，特发布此公告，欢迎广大居民
向本项目建设单位及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出宝
贵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可登陆whhpg s@163 . c om(密码：
qixinhuanbao)下载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
见表》，或到荣成市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局和威

海齐心环保咨询有限公司所在地址获取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自本

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荣成市中小型水

利工程建设局和威海齐心环保咨询有限公司交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提交方

式为信函、电话、发传真或发送电子邮件。

四、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荣成市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局

地址：荣成市观海东路6号1202
联系人：徐工

联系电话：13082676718
五、承担环评工作的评价机构

环评机构：威海齐心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威海市高区丹东路82号
联系人：刘工

联系电话：15662368895
荣成市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局

2020年5月13日

爱华海绿色图文影像新材料生产线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特发布以下公告：
一、项目名称：爱华海绿色图文影像新材料生产线项目
二、项目简介
项目拟建一条高车速高水平图文影像新材料生产线，建成

后年产2500万m2高端CTP版材。
三、查阅拟建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方式及期限
目前本项目已编制完成《爱华海绿色图文影像新材料生产

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为使项目建设地点
周边5km范围内可能受影响的居民更好的了解本项目，特发布
此公告，欢迎广大居民向本项目建设单位及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可登陆whhpgs@163 .com(密码：qixinhuanbao)下载本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意见表》，或到威海市环翠区新创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和威
海齐心环保咨询有限公司所在地址获取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自本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威海
市环翠区新创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或威海齐心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提交方式为信函、电
话、发传真或发送电子邮件。

四、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威海市环翠区新创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地址：威海市环翠区沈阳南路西侧魏桥(威海)铝精深加工

产业园
联系人姓名：孙主任 联系人电话：0631-5212139
五、承担环评工作的评价机构介绍
环评机构：威海齐心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威海市高区丹东路82号
联系人：赵工 联系电话：0631-5232188

威海市环翠区新创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3日

公告声明
地址：文登昆嵛酒店贵宾楼4楼

联系电话：8189567

本人王开杰于2020年5月2日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
码：371081198109170011；住址：山东省文登市峰山茗居居民小
区2号1单元501室；签发机关：文登市公安局；有效期限：
2017 . 03 . 14-2037 . 03 . 14)，特此声明该证件作废，自遗失当日
起，不承担由此身份证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中心卫生院居家养老健康服务中心
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丢失，法人姚江波，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52371003MJE666624H，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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