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27 日，广西田东县举办芒果庆丰收
活动，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田东县是“中国
芒果之乡”，芒果产业已成为当地拉动农业经
济发展、保障农民持续增收的优势产业。

芒果丰收引客来

▲在田东芒果庆丰收活动展台前，身着
民族服饰的少女展示大芒果。

▶在田东芒果庆丰收活动上，游客与
芒果合影。 （均为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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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武汉电 （记者廖君、王自
宸）张谦光，1908 年出生于湖北省新洲
县肖家桥附近张北南村。童年时随父母
到武汉谋生。父亲死后，他只身留在武
汉，以出卖劳力糊口。1919 年，考进中
学的张谦光课余揽杂活，假日搞搬运。
靠着半工半读，张谦光考取武昌中华大
学教育系。1934年任大冶县政府督学，
两年后调任应城县政府督学。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开展敌
后抗日救亡运动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
地，中国共产党派董必武、陶铸等到应
城县汤池开办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指
导员训练班。不久，国民党派张谦光监
视训练班的活动。通过旁听陶铸等共
产党人的讲课，张谦光的思想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他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关
于中国抗战和革命的正确主张，积极向
党组织靠拢。在陶铸等人的帮助下，张
谦光一方面在政治上掩护训练班的活
动；一方面组织和动员青年到训练班学
习，筹建抗日宣传队，深入农村，开展抗
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8 年底，张谦
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 年春，任应城县
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

委员。经过艰苦工作，成立了应城县第
一区抗日民主政权，张谦光担任区长。
1940 年春，中共应城县委成立，张谦光
当选为县委委员兼政权部部长。1941
年 3 月，中共应城县委召开第一次党员
代表大会，张谦光当选为县委书记，后兼
任县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
他肩负全面领导应城地区抗日斗争的重
任，为鄂豫边区的建设和巩固提供了经
济物资和人员补给，为应城地区的抗日
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4 年 8 月，调任襄北专员。1945
年 3 月调任鄂中专员，后又担任中共襄
北地委书记。

1946 年 6 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
战，围攻中原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部
署，实施中原突围。张谦光主动要求留
下坚持斗争，担任兴山地委书记兼第 2
军分区政委，率领鄂中留守部队与数倍
于己的敌人周旋在鄂西北武当山地区，
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向其他解放
区的进攻。

1947 年 2 月 26 日，在兴山县平水河
一带，张谦光所率部队遭到敌人重兵包
围，激战中张谦光中弹被俘。敌人对他
威逼利诱，软硬兼施，都未能使他屈服。
张谦光英勇就义，时年39岁。

据新华社济南电 （记者滕军
伟）杨子荣，大名杨宗贵，字子荣，
1917 年 3 月 3 日出生在山东烟台牟
平嵎岬河村的一户贫苦人家。13岁
时随父母闯关东，来到安东（今丹
东）一带。父亲病死他乡之后，杨子
荣只身一人四处谋生，先后在鸭绿
江上当船工，在鞍山、辽阳一带当矿
工，因此对东北的三教九流、风俗人
情、行帮黑话等都有所了解。这些
生活经历，为他在后来剿匪斗争中
的侦察行动提供了很大帮助。1943
年春，因反抗日本工头的压迫，他被
迫跑回山东老家。

1945 年 9 月，杨子荣参加八路
军，任胶东军区海军支队第 5 中队
炊事班炊事员。同年 10月，随部队
开赴东北，被编入牡丹江军区第 2
团第7连。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3 月，任第 7 连第 1 班班长。
不久，牡丹江军区展开剿匪行动。
在这次行动中，杨子荣只身闯入土
匪盘踞的杏树底村，与匪首巧妙周
旋，不费一枪一弹使土匪 400 余人
投降，缴获机枪 10 挺、火炮 3 门、掷
弹筒8具、长短枪300余支和大批弹
药。由于在战斗中的突出表现，他

荣立特等功，并被团里评为战斗英
雄。不久调到团部任侦察班班长，
后提升为侦察排排长。

1947 年 1 月下旬，团部得到匪
首“座山雕”在海林县境内活动的
线索。“座山雕”本名张乐山，15 岁
落草为寇，18 岁当上匪首，老谋深
算，诡计多端。东北民主联军进驻
牡丹江地区后，对这股土匪进行了
多次围剿，消灭了大部人马，“座山
雕”身边仅剩二三十个亲信。杨子
荣自告奋勇，带领 5 名战士化装成
土匪吴三虎的残部前去侦察。他
们到达夹皮沟附近的密林后，巧妙
地与“座山雕”的坐探接触，经过用
黑话联络，取得了土匪的信任，打入
匪穴。2 月 7 日，一举将“座山雕”
及其联络部长刘兆成、秘书官李义
堂等 25个土匪全部活捉，创造了剿
匪战斗中以少胜多的模范战例。

2 月 23 日，在追剿丁焕章、郑
三炮等匪首的战斗中，杨子荣冲在
最前面，由于他的枪栓被严寒冻住
而未能打响，被土
匪 的 子 弹 击 中 胸
部，英勇牺牲，时年
30 岁。

杨子荣 :甘洒热血写春秋 张谦光：从国民党“督学”到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7 月 23 日晚，贵州水城县鸡场镇
坪地村岔沟组，吃完晚饭的村民，有的
在看电视，有的已经入睡。21 时 20 分，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200 多万方泥石
从 500 多米高的山上急冲而下。瞬间，
依山而建的20余栋房屋被吞没，来不及
躲避的大量村民被掩埋。

灾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
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应急管理部与自
然资源部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
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处置工作，国家卫生健
康委调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赶赴灾
区开展医疗救治。贵州启动地质灾害
I 级应急响应，正在上海开展东西部扶
贫协作工作的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
导提前结束行程，立即赶赴受灾现场。

面对突然来袭的特大山体滑坡，一
场紧急救援旋即展开。

近千名救援人员连夜驰援
“没想到会发生滑坡，从家里跑出

来十几米，房子就垮了。”记者在六盘水
市人民医院见到了滑坡灾害中幸存的
卯长顺，他告诉记者，自己右边两根肋
骨断了，头部和手部也被砸伤。妻子伤
到心脏和肺部，目前正在重症监护室，
万幸儿子伤势较轻。

岔沟组村民邓元背和妻子因在外
打工躲过一劫，然而年迈的父母和一双
儿女全部被埋，生死未卜。邓元背几乎
一整天都站在一处山坡上，死死盯住家
的方向，看着不停作业的挖掘机，眼泪
止不住地流。

经现场应急救援工作指挥部反复
核对，确认滑坡灾害区有户籍人口22户
77人，外来探亲好友及务工人员8人，共
计85人，其中已取得联系的外出人员23
人。截至 7 月 26 日 21 时，滑坡已致 26
人死亡，仍有 25人失联，另有 11名生还
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灾情就是命令。特大山体滑坡发
生后，各级党委、政府本着对人民高度
负责的精神，迅速启动搜救被困人员等
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向贵州
下拨3000万元用于抢险救灾；国家卫生
健康委调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北京

儿童医院赶赴灾区开展医疗救治；贵州
省在第一时间成立山体滑坡应急救援
工作指挥部，下设搜救组、专家组、医疗
保障组等，分头开展救援。

记者连夜赶到现场看到，消防、卫
生健康、矿山救援等部门近千人正全力
抢险救援，现场已投入大型挖掘机及装
载机 20 余台、各类抢险救援车辆百余
辆，食品、药品等救援物资也已到位。

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副参谋长吴
孟恒说，为提高搜救效率，救援人员通
过无人机航拍、三维建模等，对比历史
卫星云图、照片等，还原山体滑坡前的
场景，根据滑坡冲击方向、力量估算被
埋压者的位置，对失联人员定位、定点
施救。

武警六盘水支队于 24 日 1 时左右
到达现场。“当时山体滑坡形成两个大
的堰塞湖。战士们一到现场就开始挖
掘、疏通堰塞湖。”武警六盘水支队机动
中队副中队长唐军说。

由于滑坡造成现场电力中断，战士们
就打着手电筒，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挖，有
的战士手上打了血泡，仍在不停地挖。
到 24日 5时左右，两个堰塞湖被疏通。

快一点，救人的希望就会
多一分

“这里有个小孩，快点来救。”23 日
23 时 05 分，暴雨中，第一个生还者被找
到。最先到达救援现场的贵州省消防
救援总队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升起
移动式照明灯后，发现对面的山上有手
电筒在闪烁，有人在呼救。

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中路
中队中队长黄永一个箭步冲过去，看到
有两名老乡背着一个小孩奔过来，黄永
就连忙上去扶住小孩。小孩头部受伤，
怕颠簸，黄永不停安慰他、鼓励他，“孩
子，别怕！”

灾害发生后 5 分钟，30 公里外的杨
梅乡卫生院值班医生张军接到了120指
挥中心的电话：“鸡场镇坪地村发生山
体滑坡，请立即前往支援。”

放下电话，张军与护士长肖钧芳快
步跑上救护车，车子转过一个又一个弯

道，于22时左右到达灾害现场。
23时15分左右，卯长顺一家三口被

救出。“我们对他们一家进行止血包扎
后，立即送往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随后
又回到现场等候命令。”张军说，“从灾
害发生到现在，饿了就吃点盒饭或者方
便面，累了就睡在车上。”

“救命”“救命”“救命”……23 日 23
时许，听到滑坡点左侧一处房屋垮塌处
传来的呼救声，六盘水市消防救援中队
队员三步并作两步循着声音奔去。

“老乡别慌，我们来救你了。”队员
李以中一边施救一边安慰被困人员。
24 日 3 时，手脚都被泥石压伤的村民周
小会被救出。

正当他们准备撤离时，滑坡点发生
泥石流，下方有形成堰塞湖的迹象，原
路返回已不可能。李以中决定：迂回撤
离。虽然这将离救护车远一些，但途中
树木茂盛，不易发生二次滑坡，可保证
撤离安全。

天黑路滑，雨下个不停，救援队员
就这样抬着周小会，深一脚浅一脚走在
山路上。为了不让伤员失去意识，队员
们一直和周小会说话，鼓励他坚持下
去。10 公里，整整走了四个多小时，终
于到达救护车停放处，周小会立即被送
往医院救治。

紧盯每一片区域，不放过
一丝一毫线索

26日15时许，一架救援直升机降落
在六盘水首钢水钢总医院门口，8 岁的
伤员周线胜被送上直升机。不到一个
小时，直升机顺利降落贵阳，周线胜随
即被送到贵州省人民医院，接受双下肢
骨折修复手术。两个小时过去，术后的
周线胜被转入儿童重症监护室接受进
一步救治。

不仅周线胜，11名伤员送达医院后
均得到救治。伤情重的，经专家评估后
送往贵阳救治。

生命接力在持续，爱的接力也在持
续。

“如果参与救援的你们在救援期间
就餐不方便的话，可以到鸡场镇政府岔

路口四通餐馆免费就餐。餐馆是我父
母开的，可以放心就餐。”灾害发生后，
这条消息迅速在当地传播。在现场，几
乎每天都有村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水、
送饭菜，有些主动腾出自家房屋供救援
人员休息。

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大家谁
都不想停，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为救援
出一份力。

记者在现场看到，由于连续的强降
雨，夹杂石块的泥水正顺着滑坡体往下
淌，滑坡体被新冲出了多条泥水沟，有
再次发生滑坡的风险。为确保安全，核
心区作业多次暂停。疾控人员不断使
用消毒粉或消毒液对垃圾场、排泄物以
及救援队和居民住所进行消毒。

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葛
永华介绍，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体二次
滑坡、坍塌、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灾
害，不仅会加大对失联者的定位难度、
降低其生还可能性，也会危及救援人员
的生命安全。

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应急管理
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抽调40余名专家
组成了联合专家组实时对现场救援进
行指导，并在滑坡现场设立监测点，不
间断监测着山体的“动静”，一有危险立
即提醒现场搜救人员撤离。

当地还对周边环境不留死角、不留
盲区开展摸排，对需要转移安置的群
众，紧急转移并妥善安置。记者在受灾
群众临时安置点看到，现场井然有序，
所需生活用品已备齐，医护人员正在为
60岁以上的村民体检，并对安置群众进
行心理疏导。

“我们会坚决把救人放在第一位，
尽最大努力搜救被困人员。”现场应急
救援工作指挥部负责人表示，还将全力
做好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
少损失。

26日21时许，夜幕降临，总功率5.5
千瓦的移动照明灯塔照亮滑坡现场，十
多台挖掘机贴着滑坡山体不停作业。
不远处，搜救人员紧盯着挖掘机挖出的
每一铲土，每一片挖过的区域，不放过
一丝一毫线索。

（新华社贵阳7月27日电）

有一丝希望，就尽百倍努力
——贵州水城“7·23”特大山体滑坡72小时救援纪实

“志敏，你把祖国比作自己的母亲，让我感觉到有一
股暖流，流遍了全身。我坚信总有一天，这股炽热的烈
火，一定会燃遍中国的大地，把祖国燃烧出一片光明。”

“我爱护中国之热忱，犹如小学生时代一般真诚无畏。”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可爱的中国》于 7 月 26 日晚迎

来大结局，这是剧中方志敏临刑前与难友胡逸民的对
话，他将《可爱的中国》等遗稿托付给胡逸民，并鼓励他，
要持久艰苦地奋斗，把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
的拯救。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1935
年 8 月 6 日，36 岁的方志敏在江西南昌从容就义，面对行
刑的刽子手，他的眼中依然盛满光明。他为“可爱的中
国”奋斗的一生，通过荧屏感染了许多人，并且深深地打
动了年轻一代的观众。

剧中方志敏的扮演者林江国在 7月 26日专门发微博
说：“今晚大结局。想组团‘劫狱’的，谢谢你们，我很感
动。其中‘90、00 后’的观众，你们让我很欣慰，之前担心
你们难以接受，看来我多虑了。”

“我作为‘00后’平常很少看爱国题材的剧，这部剧也
是无意间看到然后被深深吸引了……可能正是这种信仰
引起我内心深处的共鸣，并且不断吸引着我。”网友“草浅
三三”在林江国的微博下留言说，演员演得真好，人物塑
造真实，自己看剧时总强忍着眼泪。

“草浅三三”的留言引发了不少观众的共鸣。“我有幸
生活在这个新时代，方志敏的精神历久弥新，令我心潮
澎湃。”周德蓓是南昌市一名“90后”公务员，她说，南昌是
方志敏牺牲的地方，作为南昌的市民，更要用怀念坚守信
仰，将崇敬化为力量，呵护可爱的中国。

渴望光明、追逐光明，是方志敏一生的写照，正如他
在遗稿《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写道的：“我于一八九
九年生于离漆工镇二里许的湖塘村。在这长夜漫漫，天
昏地暗的地方，我生活着，我受着压迫和耻辱地生活着；
我长大起来了；我逐渐不安于这黑暗的时日；我渴望着光
明；我开始为光明奋斗……”

“电视剧播出的时候我们剧组很多人都流泪了，因为
方志敏牺牲得很早，如果我们再不详细地描写方志敏的
成长过程，他辉煌、悲壮的一生可能会被人淡忘。”《可爱
的中国》导演吴子牛认为，穿越时空来到今天，这段故事
还是会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的温度。

即使是在狱中，方志敏脚上戴着沉重的镣铐，但他站
在铁窗前，望着围墙外那株一半枯枝、一半绿叶的柳树，
看到那一簇浓绿的柳叶，他就猜出大地的树木“大概都在
和暖的春风吹嘘中，长出艳绿的嫩叶来了……”

“这部剧最吸引观众的，根本上还是信仰的力量，也
就是方志敏炽热的家国情怀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可爱
的中国》总制片徐知音认为，这是关乎历史、感召历史、呼
应时代的一个作品。

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方志敏这样深情地诉说：“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
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
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

剧中片尾，高铁穿行不息、大桥横跨天堑、航母劈波斩浪……时光荏苒，祖
国母亲今天愈发可爱。 （新华社南昌7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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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7 日电 记者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27 日起，中国铁路进一步扩大铁路电
子客票应用试点范围，在海南环岛高
铁试行电子客票的基础上，陆续增加
上海至南京、成都至重庆、广州至珠
海（湛江西）、昆明至大理至丽江等 4
条高铁城际铁路开展电子客票应用
试点。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有关
部门负责人介绍，此次扩大电子客票
应用试点范围，是在海南环岛高铁试
点基础上，进一步积累不同线路、不同
业务场景电子客票应用经验，为下一
步更大范围推广奠定基础。

2018 年 11 月 22 日，铁路部门在海

南环岛高铁开始电子客票应用试点，
截至今年 6 月底共发售电子客票约
2087万张。

该负责人表示，全国铁路路网结
构复杂，高铁、普速线路交叉，存在高
速与高速跨线、高速与普速共站等多
种业务场景，选择上海至南京、成都至
重庆、广州至珠海（湛江西）、昆明至大
理至丽江等 4 条高铁城际铁路扩大试
点，是因为这些线路列车开行密度高、
跨线运行多、客流相对集中，既包含发
达地区、旅游热点城市，又涵盖西部地
区，兼顾了各种运输业务场景和旅客
不同服务需求。实行电子客票后，旅
客在以上线路购票、进站乘车、退改
签等流程将发生一些变化。

中国铁路新增 4条线路电子客票应用试点

新华社北京 7 月 27 日电 （记者熊
琦）27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
纪念碑前，一位老人端坐在轮椅上，手
中紧紧握着一束鲜花。他凝视着纪念
碑上的浮雕，眼眶湿润。默默地，老人
直起了腰，在儿子的搀扶下，用力站了
起来，举起右手，向纪念碑敬了一个端
正的军礼。

这位老人是来自湖北、刚被表彰
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的94岁老英雄张
富清。亲眼到天安门广场看看，是这
位为党和国家奉献一生的老英雄多年
来的心愿。

66 年前，张富清和战友们被安排
到部队院校学习前，曾在北京有过短
暂停留，后来他投身湖北地方建设，再
没来过北京。

从湖北大厦到天安门广场，半小
时不到的车程，张富清老人高兴得像
个孩子，不住地往窗外张望，眼神里满
是新奇和开心。

“他念叨着想来北京看看好多年

了，家里人总是担心他的身体，一直没
能成行。”儿子张健全说，“这次来北
京，来天安门看看，真的是了却他多年
的心愿。”

在毛主席纪念堂前，排队的人群
中，不少人认出了张富清，“这不是那
位老英雄吗？我们给老人家让条道。”
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一条“绿色通
道”被迅速打开。

参观结束后，张健全推着父亲的
轮椅向前行进。两位站岗的哨兵看到
了老英雄，“啪”地向老人行了一个军
礼。虽然已出了门，但坐在轮椅上的
老人却努力转动身体，从右至左，向侧
后方一一回礼。

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
迎风招展。看着高高飘扬的国旗，张
富清深情地说：“我们当年打仗就是为
了建立新中国，来这里看看，打心眼里
高兴。我们国家现在处在大变革大发
展时期，好多事情还需要一代又一代
共产党员不断地努力。”

7月27日，老英雄张富清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礼。 新华社发

老英雄的军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