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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5 版）
1.宣传长江大保护 10年。为

深入调研长江生态状况，曾以货

主身份在货船“卧底”两周，先后

刊发体验式报道《长江水道释放

“黄金效益”仍待破除三大“瓶

颈”》《工业和船舶两大污染威胁

母亲河》等，推动了长江航运杂

费清理和环保力度加大。

2.暗访长江禁渔期非法捕鱼
乱象。韩振同志历时一个月明察

暗访，调研长江禁渔期非法捕鱼

乱象，加快沿江地区禁渔退捕进

程，在半月谈刊发独家深度调查

《昼伏夜出、派人盯梢、地下交易

……长江禁渔数年，“猫鼠游戏”

仍上演》。促进开展打击非法捕

鱼专项整治活动。

3. 暗访长江非法采砂乱象，
掀起长江整治非法采砂风暴。

4.宣传保护长江的民间志愿
者。为传播正能量，形成人人共

护长江的良好氛围，采写的《一

支民间护鱼队的“长江保卫战”》

在新华每日电讯整版刊出，向社

会传递了志愿者们惊险刺激、忍

辱负重的护鱼经历，激发了社会

各界爱护长江的情感，取得良好

社会效果。

（三）孙秀艳（人民日报高级
记者）

推荐单位：人民日报社
孙秀艳同志自 2004 年开始

进入环境报道领域，在 17年的
工作中，从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到

环评风暴，从“三个转变”理念的

提出到“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

从污染物总量减排到强力治霾，

从环保新道路的探索到生态文

明建设五位一体，她记录、见证

了几乎所有重大环保事件，以及

新世纪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

发展进程，采写了大量有前瞻性

和洞察力的新闻报道，同时撰写

了大量言论和内参作品，产生了

广泛的社会影响，对我国一些环

境政策出台、环境问题的解决起

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媒体融合时代，她借助新

媒体平台，采写、参与制作了许多

有影响力的文字、视频作品，宣传

生态文明建设典型，针对百姓关

注的环境问题答疑解惑，为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王采芹（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总编室综合频道制片人）

推荐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创新发展研究中心

王采芹同志现任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动物世

界》《人与自然》《秘境之眼》制片

人，三个栏目形成了一个关注地

球、展示绿水青山的美丽中国、

沟通中外的生态圈。

在融合传播的今天，《动物世

界》以独特的魅力老当益壮。在抖

音拥有粉丝 344万，多条视频上抖
音热搜榜。在央视频 900多个账号
中，坐稳央视频头部账号之位。

《人与自然》大屏把国外生

态环保的好做法供中国借鉴，小

屏新媒体讲述美丽中国的故事。

首次用 VR 拍摄美丽乡村助力
我国美丽乡村建设，下设“美丽

家乡”、“领略各地风光”、“美丽

乡村”等短视频类别，组成了美

丽中国宣传矩阵。

《秘境之眼》是国内唯一一

档动物视频全媒体节目，已制作

播出电视节目 770余期，覆盖了
我国 200多个自然保护地，最高
收视率 1.05，全媒体总触达 82.3
亿人次，并在香港落地播出，《秘

境之眼》形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力，成为宣传生态文明和美丽中

国的重要名片。

在央视频 APP 推出白头叶
猴、新疆河狸等 8路慢直播，两
路慢直播在 Facebook 上 China
Plus News 等 3 个海外账号播
出，通过实时可见的绿水青山画

面助力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

成为外宣新形态。

（五）尹峰（中国野生动物保
护协会科普负责人）

推荐单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尹峰同志作为中国野生动

物保护协会科普负责人，长期从

事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工作，大力

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正确引

导公众树立依法保护和科学保

护的理念。

他积极打造我国野生动物保

护的知名品牌“世界野生动植物

日”、“爱鸟周”和“保护野生动物宣

传月”宣传活动，通过完善线上线

下平台布局，打造多方联动、上下

呼应的科普宣传格局，实施野生动

物保护热点问题快速行动，扩大宣

传覆盖面和影响力，大力提升科普

传播能力和实效。

通过制作系列短视频、科普

动画、公益海报、公益广告等作

品，在全国中小学校、保护区等

282家单位开展了生物安全科普
宣教活动，引领公众树立野生动

物科学保护观念。

创立全国“自然体验师培训

班”，为基层学校、自然保护区培

训 1120名自然教育骨干，建立自
然教育的直通渠道；编写《大熊猫

家园》等 11本校本教材，推进野
生动物保护纳入学校基础教育，

为广大教师和自然保护区工作人

员开展自然教育提供指导。积极

打造以学校为教育主体、以自然

保护区为教育基地、以骨干教师

和自然体验培训师为师资、以生

态道德教育教材为载体、以课堂

和活动为途径的自然教育体系。

”

抗战时期的特别运输队
1942年冬 ，在流经河北涉县 、山西

黎城等地的清漳河两岸，活
跃着成群结队的挑担人和骡马毛驴。 人群中大部
分是灾民，他们正源源不断地由西向东运送粮食。
这支庞大的队伍， 正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了应
对百年难遇的灾情，用‘以工代赈’方式成立起来
的特别运输队。

“不饿死一个人”

1942年到 1943年，太行山
遭遇百年未有的旱灾。随之而来

的蝗灾，以及日寇的疯狂“扫荡”

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让根据地的

灾情雪上加霜。缺粮少食的局面

严重威胁着抗日军民的生命。

与此同时，在河南敌占区和

国民党统治区，因庄稼绝收，上

千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不

少人饿死。在林县国统区，为了

找粮食，国民党部队组织搜粮

队，挨家挨户搜查。

为了活命，河南成千上万的

人扶老携幼，逃往太行、太岳抗

日根据地，让边区政府面临着更

加严峻的考验。

为应对灾情，边区政府和八

路军部队紧急动员，从上至下成

立救灾委员会，采取减免公粮、

节衣缩食、社会募捐、包村救灾、

以工代赈、兴修水利等方式，想

方设法救济灾民。各地组织灾民

成立的运输队，由此应运而生。

为了增强干部和群众抗灾

自救的信心，边区政府提出了

“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

1943年春，“为尽力之所及，

克服饿死人的现

象”，太行旱灾救

济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制定了多项

纪律：“1.凡本村
尚有力量有办法

可能进行救济，

而因工作不力，

致于饿死人者，

村政权负责人，

应受以纪律制裁。2.凡有上述情
况，饿死一人者批评，饿死二人

者警告，饿死三人以上者应受撤

职处分，上级负责人应受连带处

分。3.凡村中住有上级干部，而发
生以上饿死人现象者，除本村干

部负责外，该上级干部应受更严

厉处分。”

应运而生的灾民运输队

太行山区，西部土地肥沃，

粮食产量高，东部地少人多，粮

食产量低，每年都有商贩将西部

多余的粮食运到东部，以平衡供

需。因此，太行山自古有“东人吃

西米”的谚语。

边区政府组织工商部门，加

紧从太行山西部抢购粮食，并组

织各地灾民成立“特别运输队”，

让灾民赚取小米，养活家人。

灾民平日吃糠咽菜，力气

小，家里也没有牲口。为了照顾

他们的体力和收入，根据地采取

了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参加特别

运输队的，是有挑担能力的灾

民，暂不用牲口；特别运输队与

普通运输队的运输比例是四比

一，即五分之四的粮食由灾民运

输，五分之一的粮食由非灾民运

输，而且灾民每运输一斗粮食，

赚取的脚价要比其他人多一元；

灾民未赚到脚价前，由合作社贷

给粮食作路费：运输线上，每隔

30里，便由粮店设一招待站，鼓
励灾民贷粮经营，每斤做熟的粮

食只能比原价高一毛，便于挑担

的灾民休息和节省吃用；将主要

交通线上的一个运输站移到黎

城南委泉村，非灾区的运输队将

粮食送到南委泉后，再由灾民接

手运粮，以减少灾民体力消耗。

1942年 12月，边区工商总局
遵照边区救灾委员会决议，下发

《总局关于保证灾民运输赚钱的

通令》，提出以下要求：“为确实保

证灾民生活，不使感到困难，凡已

发动起来之运输队、脚夫或挑夫，

确证其为灾难民者，每人每日必

须保证要赚一斤米。”

边区政府提出的优惠条件，

吸引灾区群众争相加入运输队。

为避免非灾户、流氓和小偷混水

摸鱼，挤占名额和经费，特别运输

队里的正式队员，都需要经过村

公所、农会的介绍和救济委员会

的审查。村里在出具介绍信前，也

会召开民主评议会，对报名人员

进行评议，将不符合要求的人剔

除，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沙河运输队是太行山灾民

运输队中的模范。全县参与运输

的灾民组成一大队，大队长由县

救联会人员担任：大队下面按

区、村，分别成立中队、小队，小

队长由村长或农救会主席担任。

以工代赈的运输成果

抗战时组织成立的灾民运

输队，不仅增强了根据地的运输

力量，促进了粮食的流通和调

配，解决了缺粮地区的需求，也

直接救济了参与运输的灾民。边

区政府团结广大群众，树立了

“一心为民，廉洁从政”的崇高威

望，让边区百姓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部队

和组织周围，有效巩固了根据地

建设。

太行区在 1942年和 1943年
两年的救灾总结中提到：按照最

初的灾情调查结果和需粮统计，

边区计划在太行山西线购买粮

食 15万石。而到 1943年 4月底，
实际购买粮食达 21.02 万石，超
出原计划的 40%。

另据 1945年 12月太行区合
作社统计：1942 年 10 月至 1944
年 5月，全区共组织 9万余灾民
运输，从太行山西线购运粮食 21
万石、糠 18万斤，仅脚价一项共
赚小米 2.5万石。

当年边区党政军民齐心协

力抗灾自救的情景，已被珍藏在

历史的档案中。70余年后重温这
段历史，边区政府和八路军部队

全力救助灾民的感人精神依然

鲜活，值得后人敬仰和传承。

（据《红岩春秋》）

把粮食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