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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秋中的辽宁省营口市大石桥
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愈发红火，四面八方
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学习。

在村党支部书记万森的带领下，记者
来到村里修建的红色文化展览馆。一段
段文字、一幅幅老照片、一件件文物，将
七一村的红色历史娓娓道来。

解放战争时期，七一村属盖平县九区
管辖，盘踞在盖平县境内的卢家匪帮投
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并向党领导的农村
基层政权发动了猖狂的反扑，大肆抓捕
和杀害我党基层干部和工作队员。丁隽
一、吕庆余、王希珍 3 位革命烈士就在这
块红色的乡村土地上生活和战斗过，最
后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用党的生日命
名这里为“七一村”。

“一进吕王沟，步步踩石头。土地墙
上挂，春种秋不收。”这是七一村昔日贫
穷面貌的真实写照。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七一村人
民继承烈士们的遗志，如火如荼加快发
展。1961 年，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
书记的宋任穷同志先后两次来到七一
村，并根为七一村题写了经济发展的 16
字要求：“治山治水、植树造林、养猪积
肥、科学实验。”

1969年至1974年，七一村学习大寨的
经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涌现出许多可
歌可泣的人物。七一村刘淑云、张永芹、
勇术珍等著名的“八大嫂”，以钢铁般的意
志参加了吕王公社举行的28次大会战。

但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农产品附加值
低，加之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七一村集
体经济发展一度滞后。2015 年末，七一
村被纳为省级贫困村。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王鹏经过日夜走访，最终把目光锁定在

村里的红色资源上。2018年，“七一红色
文化展览馆”正式落成。通过一番推介，
七一村成为大石桥市乃至营口地区的红
色“打卡”地。

红色小山村走上绿色致富路。轰轰
烈烈的脱贫攻坚中，七一村大力发展菌
棒寄养、黑猪养殖、民宿客栈等产业，助
力农民脱贫增收。其中，近三分之一的
村民从事香菇种植。这个曾经的空壳
村，2020年村集体收入达 24.2万元，全村
产业分红 15.99 万元，贫困户平均分红
1776.7元。

修建 4.8 公里柏油路、新建文化广场
2000平方米、安装路灯 249盏……七一村
正形成以“红”带“绿”良好发展态势。

“七一村”是营口百年辉煌巨变的一
个缩影。营口红色资源丰富，既是辽宁
建立中共党组织较早的城市，又是英雄
辈出的城市，有红色文化遗址与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30 多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 7处。

红色营口，坐落于渤海岸畔、辽河之
滨，宛如一颗熠熠生辉的珍珠镶嵌在辽

宁沿海经济带的正中。营口地处沈阳和
大连之间，总面积 5427平方公里，总人口
232.8万人，是东北第二大港口城市。

记者了解到，营口曾经是辽宁轻纺工
业基地，纺织、印染能力居全省前列，烟、
盐、纸等轻工产品行销全国，1966年试制
成功中国第一台汽车万能试验器，1990
年生产出中国第一台轮胎动平衡仪。

“奋进”“改革”是营口的发展姿态。
“十三五”期间，营口主要经济指标增速
位居全省前列，经济总量稳居全省第四
位，成为东北地区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城
市、获评中国（区域）最具投资营商价值
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2020 年全
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325.5 亿元，铝制
品、钢铁、镁制品、石化、粮油食品五大产
业产值突破 1900 亿元，民营经济总量占
比突破 81%。

全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营口，如今
沐浴着改革开放再出发。

——鲅鱼圈区获批辽宁省唯一国家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
点；

——营口自贸区挂牌运营以来，高标
准完成国家改革试验任务，累计推出 402
项创新政策，33 项全省推广，3 项全国推
广，注册企业突破 7200户；

——东北唯一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
地建设城市、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市、
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营口，与时代
同发展、与祖国共奋进，正扎实推动以人
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续写新时代发
展的新荣光。

开放营口勇立潮头再出发
营口日报记者 曹巍 田华 朱琳

红色营口的蝶变是我国实现历史

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生动缩

影。“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

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回眸这段历

程，我们深受震撼、深受启迪。

当前，我们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胸怀“两个大局”，关键是做好自

己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

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

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一招。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战略清醒和

自觉。

“中国开放的大门必将越开越大。”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我们必须发扬革命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以

昂扬的精神状态推动改革不停顿、开放

不止步。我们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坚持敢闯试、敢为人先，以思想破冰引

领发展突围，坚定答好新时代答卷。

曹巍

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

短评

向海而生的营口，大气磅礴。张配仁 摄

数万只候鸟在营口大辽河口的湿地上觅食，为营口生态环境投出信任票。祝雅芬 摄

欧阳强，字效暖，1894 年出生，中山
县榄边乡麻子村人，1923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48年牺牲。

1913年，欧阳强到唐山投奔大哥欧阳
全，经人介绍到京奉铁路唐山车辆制造厂
当学徒。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段祺瑞政
府派遣数批华工开赴欧洲前线，从事战勤
和后方保障工作，欧阳强是其中之一。

1920 年，欧阳强回到唐山车辆制造
厂。1922 年，欧阳强积极参加唐山地委
书记邓培领导的为期 8 天的唐山车辆制
造厂的大罢工。

1923 年 1 月，欧阳强加入中国共产
党，被派到锦州等地进行革命活动。欧阳
强与张振福等秘密组织工会，被选为工会
代表，又与李华灿等取得联系，成立了京
奉铁路关外段第一个中共支部，被选为支
部书记。

1930年，“花红”斗争爆发前夕，中共
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到沟帮子指导工
作，晚上就住在欧阳强家里。“花红”斗争
胜利后，党派欧阳强到营口车房任营口
特支书记。1930 年夏，李立三“左”倾错
误波及东北，欧阳强被诬为“右”倾分子，
受到处分。李立三错误结束后，欧阳强
获得平反。

1931年 2月，欧阳强被选为满洲省委
委员，负责北宁路的工运工作。1931年，
日军侵占营口，铁路职工分批撤回关内
时，欧阳强为抢修营沟线上一台给水泵，
不幸遭到日军飞机的扫射，右臂受伤。伤
愈后，他被安排在唐山机务段，继续从事
革命活动。

1932 年，反动当局将欧阳强秘密逮
捕，一直关到 1933 年才释放。期间国民
党反动派一直对他刑讯逼供，但他不惧威
胁，严守党的秘密。

1936 年春，粤汉铁路竣工通车，欧阳
强被派到乐昌车房工作，秘密领导乐昌地
区的革命斗争。

1938年初，欧阳强到武昌徐家棚武东
铁路机修厂工作，担任机修厂党支部书
记。8 月，日军逼近武汉，武东机修厂迁
往湖南郴县。欧阳强利用迁厂建厂的间
隙，来回奔走于粤湘两省之间，开展革命
活动。10月，广州沦陷，粤汉铁路广东境
内只剩下粤北一段还在国民党控制之中，
铁路职工大部分撤退到乐昌、坪石和郴县
一带。欧阳强任新成立的郴县地区党支
部书记。

1945 年 9 月，日军投降后，欧阳强和
广大铁路职工一道回到乐昌。11 月，在
乐昌小溪街北头租下两间民房，领导创办

“铁型俱乐部”，通过读书会和各种文体
活动，对工人进行革命宣传。

1946 年春节，广大铁路职工渴望发

放在乐昌工作以来欠发的几个月工资，
以解燃眉之急。可是，坪石铁路办事处
主任兼工务第七总段段长邹砺吾伙同车
房主任潘锦文，乐昌站站长李仕棠、吴文
旺，地区黄色工会常务干事梁桂林等挪
用了职工工资。消息传出后，30 多个被
激怒了的工人自发起来斗争，他们一齐
横卧在路轨上，迫使南来北往的火车停
开。欧阳强得悉此事后，当晚就召开党
支部会议，大会一致认为，这次斗争标志
着工人更加觉悟、更加团结，应立即举行
以车房工人为主的乐昌地区铁路总罢
工。次日凌晨，汽笛拉响后，成群的工人
从家属区、车房、车站、工区走出来，涌向
车房主任的办公室，围住潘锦文，逼他发
放工资。晚上，欧阳强又召开群众代表
会议，决定第二天发动全地区工人自行
开一列客车到坪石去找邹砺吾交涉。同
时自行售票，将收入的钱发给工人，以解

决眼前的困难。列车开抵坪石后，邹砺
吾一直躲着不敢露面。工人们只得返回
乐昌，再次把潘锦文抓了出来。潘锦文
面对愤怒的人群，答应立即发工资。罢
工斗争胜利后，国民党对欧阳强进行一
连串的迫害。封闭“铁型俱乐部”，以“煽
动工人罢工、强行开车、强收客票”的罪
名，逮捕欧阳强等 11 人。这一反动行径
激起工人更大的愤怒，他们操起棍棒、铁
锤 拥 向 警 务 段 ，将 警 务 段 围 得 水 泄 不
通。警务段头子见势不妙，只好答应工
人代表的要求，将欧阳强等释放，但欧阳
强等人被开除路籍。欧阳强便以卖中成
药为掩护，继续做党的宣传、组织工作，
足迹踏遍了粤汉铁路沿线。

1947年，党派欧阳强配合华南游击战
争，开展工人运动。10月，欧阳强在住地
南乡书室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在狱中，
欧阳强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
坚贞不屈。

1948年 4月 26日，欧阳强被国民党反
动派杀害于乐昌城郊枇杷岭。欧阳强牺
牲时，时年 54 岁。 通讯员：邵文

资料来源：《韶关革命人物》

韶关革命人物——欧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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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一等奖无人中 奖池涨至11.49亿元9 月 13 日，体彩大乐透第 21106 期前
区开出号码“02、13、14、32、34”，后区开
出号码“02、12”。本期全国销量为 2.76
亿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 9964万元。

奖池滚存至 11.49亿元
本期一等奖全国无人中出。二等奖

开出 97注，每注奖金 14.95万余元；其中
24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11.96
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26.92万元。

追加投注是大乐透独有的投注方式，
在 2元基本投注的基础上，多花 1元进行
追加投注，可多得 80%的浮动奖奖金。

本期三等奖开出 254注，单注奖金 1

万 元 。 四 等 奖 开 出 568 注 ，单 注 奖 金
3000 元。五等奖开出 14886 注，单注奖
金 300元。六等奖开出 18764注，单注奖
金 200元。七等奖开出 36303注，单注奖
金 100 元。八等奖开出 605485 注，单注
奖金 15 元。九等奖开出 6289447 注，单
注奖金 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11.49
亿元滚存至 9 月 15 日（周三）开奖的第
21107期。

7星彩派奖尾巴请抓住

7 星彩 5000 万元派奖活动末班车莫
错过！自 8月 24日起，7星彩一等奖单注
最高可中 1000万，二等奖奖金翻倍，固定
奖 单 注 奖 金 增 加 50%，预 计 共 持 续 10
期。不过，由于派奖活动受到广大购彩
者热烈追捧，固定奖、一等奖派奖已先后
提前收官，而二等奖派奖也很有可能在 9
月 16日晚间第 21107期开奖后提前收官。

2021 年是 7 星彩上市第十七年，为
了感恩全国购彩者对 7星彩的支持和对
公益事业作出的贡献，本次派奖回馈

5000 万元，派奖奖级囊括了一等奖到六
等奖的全部奖级，让更多购彩者受益。

本次派奖活动是 2020年新 7星彩上市
后的首次派奖，为了让更多人享受到活动
带来的实惠，参与条件设置很“亲民”，单
票满 10元即可，比如你可以直接选 5注号
码，或者选 1 注号码打五倍，简单易懂，这
也是今年派奖活动的唯一参与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7星彩第 21105期开
奖结束后，派奖活动用于固定奖派奖的
3000万元资金已全部派送完毕。随后在

第 21106 期开奖结束后，用于一等奖派
奖 的 1500 万 元 资 金 也 已 全 部 派 奖 完
毕。目前，二等奖派奖资金还剩下 23万
余元，极有可能在接下来即将开奖的第
21107期提前派送完毕。

7 星彩上市以来，始终不忘公益初
心，每 2 元一注 7 星彩，其中有 0.74 元成
为彩票公益金，每一位相伴走来的购彩
者都是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奉献
者。新 7 星彩上市后，得到了更多人的
支持和关注，为了感恩这份爱心，7星彩
用派奖回馈期待，希望每位购彩者都能

收获属于自己的惊喜。广东体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