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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袁党的十二大召开袁我
国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的历史时期遥中央纪委怎样
开展工作钥陈云明确指出院野中央纪
委和各级纪委今后的主要工作袁仍
然是协助中央和各级党委切实抓
紧抓好党风的整顿遥 冶

抓党风袁就要抓好纪律的执行遥
在陈云的主持下袁 我们党历史上第
一部关于政治纪律的专门法规 叶关
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曳 正式
出台遥

为使叶准则曳这一党内法规真正
发挥作用袁 陈云多次强调遵守纪律
尤其是政治纪律的极端重要性遥
1982 年 9 月 6 日袁他在党的十二大
上发言强调袁 在考察提拔干部方面
野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冶遥

在遵守政治纪律这一点上袁邓
小平也有着相同的看法遥 他多次要
求院野各级党组织袁每个党员袁都要按
照党章规定袁 一切行动服从组织的
决定袁 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
治上的一致遥 这一点在现在特别重
要遥谁违反这一点袁谁就要受到党的
纪律的处分遥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
把这一点作为当前的重点遥 冶

根据邓小平尧 陈云等中央领导
同志的指示袁 中央纪委始终把严肃
政治纪律放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
置袁多次在全会中予以强调曰同时袁
又十分重视维护四项基本原则袁坚
决纠正一些组织尧 一些党员在党的
纪律上的涣散状态遥

一本回忆录和
一次特殊护送

阴万学林

在第 12 集团军某旅 野党支部建设模范红三连冶
连史馆里袁 珍藏着全国战斗英雄李长林撰写的一本
回忆录遥 该连经常组织官兵学习这本回忆录袁重温全
连官兵在党支部带领下袁历经重重考验袁一路护送八
路军总司令朱德同志的故事遥

1940 年 4 月下旬袁 三连接受了护送朱总司令去
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的任
务遥 野在任何时候尧任何情况下袁都要誓死保卫朱总司
令的绝对安全浴 冶临行前的动员大会上袁八路军副总
司令彭德怀千叮咛万嘱咐遥

护送途中袁 部队巧妙通过险象丛生的日寇封锁
区袁安全进入国民党军队防区遥 李长林在回忆录中写
道袁每天宿营袁他们除按时向党中央报告情况外袁还
同时向国民党政府发报袁公开我方行动遥

到达洛阳后袁 面对国民党提供的锦衣玉食和金钱
美色等诸多诱惑袁党支部及时组织召开支委会遥 野一
定时刻保持警惕尧增强抗体袁决不能沦为酒绿灯红的
耶俘虏爷袁不能被耶糖衣炮弹爷击中浴 冶支委会上袁大家形
成共识袁野圆满完成特殊护送任务袁 坚决维护党和军
队声誉浴 冶

在洛阳袁 三连官兵紧紧地团结在党支部周围袁诱
惑面前不动心袁金钱面前不伸手袁欺骗宣传不听信袁圆
满完成了此次任务遥 1941 年 11 月袁连队党支部被八
路军野战政治部授予野模范党支部冶荣誉称号遥

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
着一种名叫野马兰纸冶的纸
张袁 当时延安印刷报纸尧文
件袁出版书籍用的都是这种
纸遥 它的发明者是当时延安
的青年化学家华寿俊袁新中
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
西安分院暨陕西省科学院
党组副书记尧副院长遥

1938 年 6 月 30 日叶新
中华报曳曾发一则叶启事曳
说院野因值抗战期间袁 纸张
来源困难袁 本报自六月份
起已将报纸出版分量减少
一半遥 冶当时袁边区的印刷
纸张原料主要是废麻袋袁
产量少且质量低劣袁 很难
用于印刷遥 1939 年 11 月袁
边区政府安排华寿俊到陕
甘宁边区的振华造纸厂工
作袁担任技师尧工务科长袁
任务就是提升印刷纸张的
质量袁解决边区新闻刊物尧
文件尧 教学书本等印刷用
纸的难题遥

华寿俊经过调查发现袁
用农作物秸秆做造纸原料袁
其纤维的强度太低袁可是陕
北的树木又较少袁造纸原材
料匮乏袁他认为要想制造出
高质量的纸张袁首先要解决
原料问题遥他在一次边区组
织的大生产运动的开荒劳
动中袁 被一种草缠住了锄
头袁当他清理时袁发现其纤
维的韧性很强袁旁边的人向
他介绍说袁 这叫马兰草袁老
百姓的毛驴如果被它缠住
了腿脚袁都很难脱身袁所以
被 当 地 群 众 称 为 野扯 倒
驴冶袁 在陕北漫山遍野生长
的都是这种草袁因其纤维精
密且坚韧袁不好消化袁连牲
口都不吃袁当地农民用来搓
绳用遥 华寿俊喜出望外袁真
是野踏破铁鞋无觅处袁得来
全不费工夫冶遥 于是他立即
开始试验尧试制袁终于成功
地用马兰草造出纸来袁不仅
边区缺纸的状况得以改善袁
而且制造出的纸张质量很
好遥

叶新中华报曳 报道说院
野马兰草纸适宜印刷之用袁
因为它不易拉破袁 不易起
毛袁 质料均匀袁 不起疙瘩袁
硬度又很大袁又适宜写钢笔
墨水遥 若改用碳酸钠蒸煮袁
可以制造吸水纸尧 绘图纸尧
滤纸尧包装纸等遥 冶罗夫在

通讯叶马兰草要要要要要一位青
年化学家发明的故事曳渊刊
登于叶新中华报曳1940 年 12
月 8 日冤中详细介绍了造纸
过程院一选料袁去掉杂草与
尘土曰二切断袁将草切成寸
许长曰三煮浆袁用土碱与石
灰作用袁产生苛性钠曰四压
碾袁 打成纸浆曰 五洗浆袁即
过滤曰 六挠纸袁 放上竹帘曰
七晒纸袁 整理压光遥 报道
说院野青年化学家的尝试成
功了袁边区漫山遍野的马兰
草袁 变成丰富的造纸原料袁
现在已用了十万斤马兰草
造成二十万张纸袁印成各种
书报刊物袁 边区的新闻事
业袁获得极大的帮助遥 因为
制法简便袁节省了很多人力
与时间袁 纸的产量大增袁过
去造蔴纸袁每月只产四五百
刀袁 现在草纸每月产二千
刀袁最近要扩大纸厂袁实现
每月产二十五万张纸的计
划遥 冶

由于马兰草造纸法的
成功袁边区政府在延安紫坊
沟兴建了造纸厂袁又在南泥
湾等多处兴建了几家造纸
厂袁规模最大的造纸厂是边
区政府的振华造纸工业合
作社遥叶新中华报曳1940 年 8
月 13 日刊登江湘采写的报
道 叶振华造纸厂参观记曳
说 院 野现 在该厂 产量已 增
加袁每日产大廉纸六千六百
廉袁每月约十五万张渊以前
每月约产十万张冤遥 纸呈米
黄色袁 质地亦比以前好袁厚
薄适度袁洞眼不大袁附着的
渣滓较少袁 纸的拉力也很
好遥 冶

为表彰华寿俊的突出
贡献袁1940 年袁 陕甘宁边区
政府授予他 野劳动英雄冶称
号袁 朱德为他颁发奖状袁并
在家中接见了他袁 称他为
野我们的发明家冶遥

马兰草造纸虽然成功
了袁 但是在蒸煮纸浆过程
中还存在一些缺陷遥 叶解放
日报曳1941 年 5 月 20 日刊
登 的 新 华 社 报 道 叶 大
锅要要要边区工人的发明创
造之一曳 记载了华寿俊蒸
煮和碾浆的过程院野买十个
汽油桶袁把两个桶子煮碱袁
八个桶子煮草袁 事先把草
拌上石灰袁然后盛入碱水袁
装入段草袁盖上石板袁经过

八小时的蒸煮袁 一桶能出
四十多斤袁 每天日夜蒸煮
两次袁八桶能出六百多斤袁
这是唯一的蒸煮办法遥 冶

由于纸厂规模扩大了袁
生产能力增加了袁 原先的
10 个汽油桶已不能满足生
产需要袁而且原先蒸煮法用
碱量多袁造成成本过大遥 为
解决这一现状袁造纸厂在边
区政府开展的五一竞赛中袁
号召 野技术民主冶袁 鼓励工
人们搞一些小发明遥 叶解放
日报曳 的报道说院野工人刘
福曾同志用土砖堆成大灶袁
中间安置四十四寸之大锅
一口袁上面堆以拌过石灰的
干草袁用泥封住袁下面用柴
烧煮遥 冶这样袁不仅不需要
用碱袁还减少了柴草袁而且
又减少了切料功夫袁造纸成
本大大降了下来遥 报道说袁
工人陈树铭更进一步袁发明
了更加合理的蒸煮法袁野用
土砖砌成梯形环口袁把熔火
之部加大袁而草需先在水中
浸上二天袁 然后拌上石灰
渊与十五天出货大锅之干草
拌灰不同冤袁 堆砌泥封蒸
煮遥 冶

由于马兰草造纸工艺
不断改进袁生产厂家和产量
迅速增加袁边区政府公营造
纸厂由 1940 年底的 3 家发
展到 1941 年底的 10 家袁年
产量由 833 令提高到 2147
令遥 到 1942 年底袁公营造纸
厂发展到 14 家袁 私营造纸
厂 48 家袁 年产总量 6849
令袁 基本上满足了边区出
版尧办公尧学习和生活用纸
需求遥

1943 年袁 陕甘宁边区
建设不断发展壮大袁商品流
通也繁荣起来袁货币的需求
量也越来越大袁印刷钞票所
用纸张的技术含量要求很
高袁边区政府又将制造钞票
纸的任务交给了华寿俊遥华
寿俊经过反复研究尧 实验袁
终于圆满完成上级下达的
任务袁且使钞票纸的制造工
作大大缩短了时间遥 1944
年以后袁陕甘宁边区银行发
行的各类钞票尧 证券等用
纸袁 都是边区自己制造的遥
1944 年 5 月袁 在延安边区
职工代表大会上袁华寿俊被
授予 野甲等劳动英雄冶称
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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