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政

2011 年 6 月 23 日 星期四 编辑：蔚晓贤 组版：李洪祥C06 今日潍坊

本报 6 月 22 日讯(记者 孙翔)22

日，记者采访了解到，寿光将在陈少敏

老宅的基础上筹资建设陈少敏故居，并

将其打造成为红色教育基地。预计占地

15 亩左右，目前已通过企业和个人捐

款的方式募集资金 200 余万元。

陈少敏原名孙肇修，是寿光市孙家

集街道范于村人， 1923 年参加革命，

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内长期

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并直接领导武装

斗争的杰出女领导干部之一，毛泽东曾

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

级的贤妻良母”。

据相关负责人朱金华介绍，在陈少

敏战斗和工作过的湖南等地，都有纪念

馆陈列她的事迹，作为她的故乡，寿光

也应该对她的故居进行重建，以纪念这

位杰出的同志。另一方面，陈少敏故居

原址由于建成时间较久，已经有所损

毁，因此也有必要进行重建。

目前，故居的规划设计仍在修改当

中，预计将历时 1 年多时间建成，占地

15 亩左右，包括故居、事迹陈列馆、

纪念广场及雕像等。

朱金华介绍，建设故居的资金一部

分来自社会捐款，另一部分由政府出

资。目前已募集企业和个人捐款 200 多

万元。

建成之后的陈少敏故居将成为一个

红色教育基地，也可发展红色旅游，并

与寿光的观光农业相结合。

寿光筹建陈少敏故居

将作为红色教育基地

日伪军给父亲

灌辣椒水、坐老虎凳
口述人：李树人 整理：李明

我的父亲李宗白，字
少庚， 1911 年出生于寿

光化龙镇张屯村。父亲从

小立志求学报国，并考取

了山东省第一职业高等学

校。父亲有写日记的习
惯，现保存一本在求学时

的日记，记录的是对国民

党政府腐败统治的痛恨和

对中国命运的担心。为寻

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父亲
经常与同学一起针砭时

弊，组织同学参加共产党
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学生

爱国运动。并于 1936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

年牺牲。

毕业后，父亲以共产
党员的秘密身份供职于国
民政府山东省财政厅任科

长，期间多次把资金秘密

划拨给共产党组织，后因
事情泄露被发现，经地下
党同志及时帮助安全转
移。之后父亲隐蔽在齐河

县以教学为掩护，发动群

众继续革命斗争，后因叛

徒告密险些被抓，在当地

一位老人的帮助下逃回寿

光老家。回到老家后，父

亲以单线联系的方式秘密

发展党员，建立了当地第

一个党支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

亲在鲁西南战场参加对日

作战，并在广饶加入四边

区大队，与大队长赵华川

组织抗日，在延家集一带

与日寇激烈作战，连续作
战几昼夜，终因寡不敌

众，整个四边大队包括父

亲在内只剩四人突围。

从此之后，父亲转入

地方工作，主要从事秘密

革命斗争，在四边区县委

及益北行署工作任文教科

长。在此期间，他积极发

动群众，组织当地农民武
装斗争，面对日伪军的疯

狂镇压，不屈不挠地进行
斗争，有效打击了敌人的

嚣张气焰。

1940 年 9 月 25 日，

父亲在执行任务时，被叛

徒李全兴出卖，日伪军几

十人将父亲层层包围。父

亲被捕后，敌人以高官厚

禄诱降不成，恼羞成怒给

父亲实行灌辣椒水、坐老

虎凳等酷刑，面对敌人的

威逼利诱和严刑毒打，父

亲坚贞不屈，大义凛然，

始终坚持共产党信念，表

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

气节。不久之后，父亲在

寿光蔡家营被残忍的敌人

活埋，年仅 29 岁。

父亲遇害后，当地抗

日武装怕敌人进一步对我

家进行报复，把四个手榴

弹留给我祖父，以防敌人

来时作防身之用。果然，

没多久就有几个鬼子来我

家搜索，所幸未发现这几

个手榴弹。

父亲的牺牲激起群众

对叛徒的无比愤怒，纷纷

组 织 起 来 追 杀 叛 徒 。

1950 年秋天，听说出卖

父亲的叛徒溜回白桥村，

我立即与几个民兵前往抓

捕，蹲守两天没发现其踪

迹只好作罢。 1952 年，

与父亲一道革命的张自新

(时任德州市检察长)到天

津出差时，认出出卖父亲

的叛徒并及时将其抓获，

并押回当地将其枪决，当

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解放后党和人民没有

忘记父亲，村委支部为父

亲立碑纪念，并作为革命

教育基地。

李宗白

本报 6 月 22 日讯 (通讯

员 赵云福 记者 秦国玲)

22 日，记者从潍坊市教育局

获悉，教育局、规划局、国土
局、财政局等四部门联合下发

通知，今后教育部门将参与小
区规划审批，规模达配套幼儿
园标准的小区如果不配建幼儿
园，将得不到教育部门的“审

核”，规划无法通过。

近日，潍坊市教育局、规

划局、国土局、财政局等四部
门联合下发通知，对城区中小

学幼儿园规划和建设的编制要
求、审批程序、建设资金来源

等作了明确规定，将制定并落

实居民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

设，确保新建小区幼儿园和小
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
交付使用。其中，没有完成中

小学幼儿园布局专项规划编制

和审批的区域，规划部门在核

提住宅区(零星片区)用地规划

设计条件时，教育部门将参与

审批，先由教育部门出具书面

意见后，再按程序办理规划手

续。

通知规定，规划部门要严

格按照审批的中小学幼儿园布

局专项规划，进行选址和审

批，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

国土部门对教育设施建设用地

行政划拨、指标实行倾斜，并

优先供地，对规划确定的教育

用地实行严格保护，禁止作为

开发用地随意出让。建设资金

列入财政预算，市、县两级土

地出让收入要有一定比例用于

教育，从地方分成的彩票公益

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教育。

鼓励开发商代建配套教育设

施。

对以前未按规划实施的，

要采取新建、改建、异地补建

或补交建设费等方式纠正；凡

是目前小区内将原配套幼儿园

挪作他用的将尽快收回，恢复

其幼儿园的作用。对按规划配

建教育配套设施而未移交的，

督促建设单位尽快移交。

不建幼儿园小区规划通不过
今后开发新小区，得过教育局这一关

本报 6 月 22 日讯(记者

王琳)22 日，记者从团市委了

解到，团委活动部正在筹划开

展“沿着光辉的足迹”骑行活

动。活动内容是组织市民以骑
行的方式，携国旗、党旗环潍

坊一周，到 12 个县市区踏寻

革命遗迹、慰问解放前老党

员。现正向社会招募骑行爱好

者，共同参与这一公益活动。

据介绍，本次环绕潍坊骑
行活动是为了庆祝建党 90 周

年，计划在“七·一”前举

行，参与者骑自行车持国旗、

党旗环绕潍坊一周，途径 12

个县市区，全程共计 450 公里

左右，计划 4 天完成。按照计

划，每到达一个县市区，骑行
者便在当地有代表意义的广场

前组织当地市民在“青春向
党”横幅上签名，并向他们发

放纪念品。

“现在向社会招募参与

者，请有此类爱好的市民向我

们报名。”团委活动部齐亚杰
部长向记者介绍，本次活动公

开招募 20-30 名由普通市民组

成的骨干队伍，各县市区招募

30-50 人作为接力队伍。骑行
活动是由潍坊单车空间俱乐部

队长于林波为技术领队，参与

者只需要自己准备自行车和穿

着服装，其他一切费用均由主

办方负责。

齐亚杰说，骑行路线已经

基本规划好，但到时有可能会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根据

预先安排，骑行者活动第一天

将从潍坊市政府广场出发，穿

行奎文区、潍城区，途中经过
昌乐、寿光、晚上到青州住

宿。第二天行程安排为青州、

临朐、安丘、诸城，第三天行

程安排为高密、峡山。第四

天，骑行参与者从峡山出发，

途径昌邑、寒亭回到市区。

“欢迎 18-49 岁的骑行爱

好者来报名。”齐部长说，此

次活动对参与者没有过多要

求，只要是经常参加锻炼、能

坚持下来的健康人便可以，男

女不限。有意参加该活动的市

民，可拨打手机 13605360787

进行报名，也可在潍坊户外论

坛网的相关帖子上留言报名。

下周骑车环潍坊寻革命遗迹
潍坊团市委“沿着光辉的足迹”骑行活动开始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