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五华政报
2020年10月28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杨建炬 版式：黄艳 编辑部电话：（0753）4433326

专题

中共五华县委宣传部 电话：4433326 邮箱：whzbbjb@126.com 本报发至县直各单位，各工商企业，各镇、村（居）委会，中、小学校

全民动员 同仇敌忾

1950年 11月 16日，兴梅人民抗美
援朝分会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12月
8日，筹备委员会在兴梅专署礼堂举行
第一次会议，倡议全区人民以完成土
改、搞好水利、大力生产、扩大冬耕、交
好公粮、自觉纳税、健全组织、肃清匪
特等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提出的“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伟大号召。1951年
4月 3-7日，五华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政
府工作报告，商讨土地改革、抗美援
朝、镇压反革命与生产度荒等事项。
会议期间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
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五华县分会
(亦称五华县抗美援朝分会)。此后，全
县各区镇设总支会，乡及中学设支会，
村、小学、各行业设小组。旋即采取各
种形式，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支
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的宣传教育并付
诸行动。县城和圩镇组织机关干部群
众上街张贴标语，游行示威，愤怒声讨
美帝国主义对朝鲜人民犯下的滔天罪
行以及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县委宣传
部组织报告团，举行宣传动员会、报告
会，向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中
小学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以及附城的
农民干部作宣传报告；各条战线、各个
单位、各村镇也普遍通过中小型时事
报告会、时事宣传座谈会、控诉会、回
忆会以及黑板报、大字报、墙报、戏剧、
文艺演唱等形式，宣传抗美援朝的伟
大意义，进行群众性保家卫国教育。
是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全县有 24.87
万人参加示威游行，有 22.75 万人在

《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上签名。通过
系列宣传与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等活
动，使全县人民得到了空前团结，彻底

消除“崇美、亲美、恐美”思想，增强支
持抗美援朝正义战争的决心和信心。
至 1953年 7月 27日，美帝国主义在板
门店同中朝方面代表签订停战协定
后，抗美援朝五华分会随之停止活动。

全力以赴 支援前线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五
华各界人民把普订爱国公约与促进工
农业生产、捐献飞机大炮等实质性内
容相结合，把抗美援朝运动与清匪反
霸、土地改革、恢复生产、镇压反革命、
爱国卫生等工作结合起来，掀起声势
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 6月 1
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
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
属军属的号召》。五华县抗美援朝分
会立即响应，在全县普遍开展订立爱
国公约运动，以此进一步推进全县各
级生产、工作和学习，以及其他各项革
命斗争和建设事业；动员全县各界人
民，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街道和
农村，订出具体爱国公约；还号召在性
质相近的订约单位间开展实行爱国公
约竞赛活动。随后，全县各区乡纷纷
召开干部、农会、妇代、青年团、文协等
代表联席会议，以及村民大会、户长会
议，结合各自实际，制订出切合实际的
爱国公约内容和措施。工矿企业开展
爱国主义生产竞赛，改进技术，提高生
产效率，组织工人纠察队，严密保厂，
保证城镇不做地主恶霸的防空洞；农
村结合互助组生产情况，审查补订生
产计划，抓好经济作物和水稻施肥管
理及水利建设等工作，努力增加生产，
打垮农村中的封建残余势力，完成土
地改革；学校努力提高师生爱国主义
和国际主义觉悟，掀起学习新民主主
义理论热潮；工商界认真组织生产和

城乡物资交流，稳定金融物价，反对偷
税漏税。与此同时，全县人民积极参
与兴梅地区开展的“千元捐献运动”，
纷纷捐款捐物，至 1952 年 2 月，筹集

“五华号”飞机款旧人民币 9 亿元（折
新币 9万元），给予正在前线战斗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强大的精神鼓励和物质
支持；还动员群众广泛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1952年 4月 13日，美机在安流、
梅林、华阳、龙村等地投放带有细菌的
蚊蝇，棉花、鸡毛、传单等物，县委、县
政府即派公安局长、卫生科长到安流、
龙村等地抓卫生防疫工作，使美国阴
谋不能得逞。而身在各地各条战线的
五华人也同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满身伤痕的长征老红军赖绍宏于 1950
年转业南下广东，在中共华南党校（广
东省委党校的前身）任校务处长，抗美
援朝战争爆发后，国家急需发展橡胶
及热带经济作物事业，他二话没说就
毅然奔赴华南垦殖局先后担任广州办
事处主任、局监察室主任，组织并带领
勘察队踏勘海南岛深山老林和湛江地
区，规划发展种植橡胶等热带经济作
物的详细方案及筹建军垦农场，为打
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紧缺战略物资的
封锁作出了重大贡献。

全面关怀 送兵参战

新中国成立后，自 1950—1955 年
7月实行志愿兵役制，国家根据需要下
达名额和条件进行征兵，动员适龄青
年自愿报名应征。经验收合格后，由
县征兵工作委员会批准入伍。实行志
愿兵役制后，兵员在部队服役不发薪
饷，其家属由地方给予优抚、代耕解决
其生活困难。在抗美援朝期间，五华
的烈军属在社会上普遍受到政治和物
质上的优待。1951年3月3-4日，中共

五华县委在长乐学宫召开第二次烈军
（工）属代表会议，出席代表 80人。会
议专门讨论优抚烈军（工）属问题，要
求各级政府落实党的优抚政策，解决
烈、军属困难。在农村，动员群众为抗
美援朝等烈、军属无偿代耕；在城镇，
优先安置具备条件的烈、军属就业；对
个别子女入学困难、发生临时性疾病、
房屋破损等特殊情况的贫苦烈、军属
给予国家临时救（补）助；对残废军人，
按1950年12月内务部颁布的《革命残
废军人优待抚恤暂行条例》规定给予
抚恤和优待，让其生活得以保障；对
烈士家属则按内务部公布施行的《革
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
条例》和《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
行条例》规定，发给《革命烈士证书》，
其家属除享受群众优待和一次性抚
恤外，还发给定期抚恤金。1950 年
冬，县政府对每户烈士家属、因公牺
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发给稻谷
450—1200 斤；1953 年 8 月起，对以上
家属每户发放现金 120—650 元。春
节期间，各乡村均组织群众，敲锣打
鼓，给烈、军属拜年。党和政府的真
诚关怀，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拥军
优属、送子弟参军、保家卫国的爱国
热情。入伍青年离家赴朝时，各区乡
均组织欢送大会，母送子、父送儿、妻
送夫、弟兄姊妹争相送的场面比比皆
是，大街小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粉
刷一新的墙头处处可见欢送标语口
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
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嘹亮
歌声响彻山村、田野。许多五华优秀
儿女赴朝参战，在前线英勇杀敌，争
当英雄。当年批准入伍的青年有 200
名，其中有 97 名战士在战场光荣牺
牲。而当时仍在广西剿匪战斗一线
的曾国华于 1951 年 11 月，被任命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 3 军军长。
1953 年初，他率空军第 3 军奉命组织
指挥所入朝参战。7 月，朝鲜停战协
议签定，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同
年 10月，曾国华才率空军指挥所回到
吉林四平。期间父亲曾文山不幸辞
世，但他因身处战场一线，忠孝难于
两全，无法回来奔丧，成为他一生的
遗憾和愧疚。在抗美援朝战争的三
年期间，五华全县有热血青年 3554人
报名参军，应征入伍的人员中有 854
人奔赴朝鲜战场。其中有魏恒全、曾
荣、钟清等 106人在战场光荣牺牲，长
眠在朝鲜的白山黑水间和异国的冰
天雪地中。1952年 12月，中国人民第
二届赴朝慰问团中南第二分团，专程
到五华作传达报告。1958 年 7 月，五

华县委、县政府为了纪念在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至抗美援朝各个时期的
五华英烈，特在水寨镇祖师岭上修建
了五华烈士纪念碑，成为五华人民心
中永存的丰碑。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抗美援朝
战争已整整过去 70年，当年的参与者
和见证者大多已渐渐消逝于历史长河
之中。当我们回顾那峥嵘的岁月，仍
能深深感受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全民运
动，极大地激发了五华人民的爱国热
情，成为恢复和发展全县社会经济、推
动各项社会改革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听党召唤、英
勇顽强、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豪
情，早已穿越时空，融入五华人民的血
脉中赓续永存。

中国共产党五华县第十三届委员会
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0年10月19日
在县城召开。全会由县委常委会主持。
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
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和
对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
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和市委
七届九次全会精神，按照省委高质量加
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的
新部署和市委“打造生态经济发展新标
杆、争当生态发展区建设先行示范市”的
新目标，总结近两年来我县生态发展区
建设情况，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新
任务，对全面加快五华苏区振兴发展、增
创生态经济发展新优势、奋力谱写生态
发展区建设五华新篇章作出部署。全会
听取了吴晖同志代表县委常委会所作的
报告和朱少辉同志的专题讲话。

全会充分肯定了近两年来县委常委
会推动生态发展区建设所取得的成效。
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大以来，县委常委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1+1+9”
工作部署和市委“123456”思路举措，持
续开展“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工作，
深化“一核两区三组团”建设，努力打造

“工匠之乡·宜居五华”，实现了绿色发展
的环境更优、绿色发展的基础更实、绿色
发展的动能更强、绿色发展的质量更好、
绿色发展的信心更足等五大方面的成
效，全县发展的条件得到逐步改善。

全会指出，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是经济特
区建立 40 周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期。新冠肺炎疫情与各类风险
挑战因素明显增多，世界进入动荡变革

期，在党中央、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我县聚焦“双统筹”，扎实推进“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果，
但夺取“双胜利”压力依然巨大，仍需付
出持续努力。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任
务，我们要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 40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
决全面彻底肃清李嘉、万庆良恶劣影
响，全面抓好省委巡视整改落实工作，
按照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和市委七届
九次全会要求，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永葆“闯”的精神、“创”的
劲头、“干”的作风，勇担使命、砥砺奋
进，增创生态经济发展新优势，谱写生
态发展区建设五华新篇章。

全会提出，我们要顺应大势，增强机

遇意识、主角意识、进取意识，坚定不移
落实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胸怀“两个大
局”，贯彻“两个协调”，服务“双区”建
设，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标“两
个百年目标”，聚力“双统筹”，扎扎实实
办好五华的事情，为梅州奋力打造生态
经济发展新标杆，争当生态发展区建设
先行示范市作出五华应有贡献。

全会要求，要乘势而上，用好老区苏
区振兴发展和北部生态发展区等政策，
坚持宜工宜农宜游，坚持“面上保护、点
上开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定不移
走生态发展路子，积小胜为大胜，做到

“五个加快”，推动五华经济绿色高质量
发展。一是加快构建生态产业体系。坚
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大力实施县
域产业提升工程，筑平台、重项目、强服
务、严管理，培育以绿色工业、生态农业、
特色旅游、足球产业为主体的生态产业
体系。二是加快完善县域基础设施。牢
牢抓住新机遇，着力在交通、信息、水利、

能源、环保等方面谋项目、打基础。三是
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县城管
理精细化、乡镇管理规范化、农村管理特
色化”思路，持续推动城区提质扩容、持
续激活乡镇发展活力、强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加快构建以城带乡、城乡融合发
展格局。四是加快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力办
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着力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提供更高质量的民生
保障。五是加快厚植生态发展基础。坚
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坚持提升水环境质量、严把准入关，坚持
源头治污减排、管好森林资源，持续打好
碧水、蓝天、净土保卫战，让五华的青山
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全会强调，生态发展区建设要加强
党的领导，持续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持续转变干部作风，严格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要积极谋划对接、强化要素支
撑、主动履职尽责，特别是全县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一盘棋”思
想，强化共同认识，担当作为、真抓实干，
凝聚起生态发展区建设的强大合力，把
生态发展区建设的工作部署一项一项落
实到位。

全会批准张晓山、赖勤同志辞去十
三届县委委员职务，决定免去刘现松、吴
浪标十三届县委委员职务。

全会号召，全县各级党委（党组）和
广大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按照省委、市委全会部署要求，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闻鸡起舞、
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增创生态经济发展
新优势，谱写生态发展区建设五华新篇
章，为梅州打造生态经济发展新标杆，争
当生态发展区建设先行示范市贡献五华
力量！

中国共产党五华县第十三届委员会
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决议

五华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纪实

▲1950年12月，五华县新桥乡第三村举行小学校舍落成暨抗美援朝示威大会。

▲1951年，长征老红军赖绍宏获得全国政协颁发的抗美援朝勋章。

▲1958年2月，曾国华将军随周恩来总理赴朝鲜谈
撤军问题时在志愿军陵园留影。

▲1953 年 6月，五华籍抗美援朝战士江华获得中国人民志愿军司
令部、政治部颁发的报喜奖状。

●图/文 中共五华县委党史研究室 江连辉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中国
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从此，中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而进行的伟大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打
响。从这一天开始，英雄的五华人民在新生人民政权领导下，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美
援朝运动中，从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各方面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在战场上的作战；同时，全
县人民也从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中激发出空前的革命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对于随后开展
的农村土地改革、清匪反霸和各项民主改革运动，重建社会经济秩序等各项工作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