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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市武珞路繁华闹市地段，有
一片宁静天地——施洋烈士陵园。

恰逢清明前后，不少市民前来瞻
仰、纪念英烈，纪念碑前布满鲜花。拾
级而上，大道两旁松柏林立，氛围庄严
肃穆，施洋同志的塑像巍然耸立在广场
中央。

站在施洋烈士纪念碑前，仿佛还能
听到他在刑场上喊出的那句话：你们杀
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个施洋！

施 洋 ，湖 北 省 竹 山 县 人 ，生 于
1889 年。 1907 年考入郧阳府立农业
学堂学蚕科。课余时间他阅读进步
书刊，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真理。1910
年，施洋转入郧阳农业中学，1915 年，

就读于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1917
年毕业后与武汉法学界人士组织法
政学会，主张律师要保障人权、伸张
公理。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施洋以
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的名义，召开紧
急会议，提议发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行
动，并深入学校，指导和推动学生的爱
国斗争。

1920 年秋，施洋在武汉参加了中
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马克思学
说研究会，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
列著作。同时，他还深入产业工人居
住区，了解工人疾苦，参与创办工人
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宣传社会主
义。 1921 年 10 月，他参加劳动组合
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积极从事有计
划的工人运动。1922 年 6 月，施洋加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7 月底，他指导
汉阳铁厂取得罢工胜利，参与组建武
汉工团联合会，并被聘请为该会法律
顾问。

1923 年 2月 4日，京汉铁路工人举
行总罢工，施洋是罢工的领导者之
一。他积极组织武汉工人和学生进行
反对军阀吴佩孚的游行示威。2 月 7
日晚，施洋被反动军警逮捕。在敌人
的法庭上，施洋怒斥军阀镇压工人运
动的滔天罪行，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
压倒了敌人。2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
的优秀党员、劳动者的律师施洋英勇

牺牲，时年 34岁。
施洋故居在湖北省十堰市竹山

县有两处，一处在麻家渡镇桂花树村
施家湾，另一处在宝丰镇中心集镇
上，新中国成立后竹山县人民政府将
施洋烈士的母亲和妻子迁移到此。
两处故居目前保存完好，已成为当地
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
要基地。

在桂花树村施家湾，施氏家族世代
“重道德修养，严情操品性”“扶正义，斥
邪恶”“崇德向善”“清白传家”“忠勇报
国”的家规家风，成了施氏后世子孙修
身立业之本。

为传承弘扬以施洋烈士家族为
主的好家规、好家风，多年来，当地
还把“传承好家规好家风”教育活动
纳入“十星级文明农户”创建内容，
制作家规家训牌匾、壁画、宣传画，
悬 挂 在 农 房 墙 面 、农 户 门 前 及 家
中。家规家训如春风化雨，潜移默
化中孕育出这里的良好家风、民风
和村风。

如今，施洋的家乡竹山县脱贫攻坚
正进入决战决胜阶段，施家湾的施家子
弟们，正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奋力前
进。施洋小学里，孩子们朗朗的读书
声，给人无限的希望。
（新华社记者 李 伟、俞 俭）

左上图：施洋像（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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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死不屈的劳工律师—施洋

在广州市黄花岗公园内七十二
烈士墓东南侧，有一座民国陆军上
将之墓巍然壮观，墓碑是孙中山先
生亲题，这就是邓仲元墓。清明时
节，园内青松翠柏，相互辉映，蔚为
壮观，庄严的墓碑前，堆放着人们敬
献的鲜花。

邓仲元（1886 年－ 1922 年），原
名仕元，别名铿，原籍广东梅县，因
其父在广东惠州惠阳淡水经商，从
而落户淡水。

邓仲元早年就读于惠阳，后肄业
于崇雅学堂。1905 年他 19 岁时考入
广州将弁学堂步兵科，毕业后留校，
任步兵科教员兼公立政法学堂体操
教习，不久任代区队长。 1907 年升
任该校学兵营排长兼代左队队官。

辛亥革命爆发后，邓仲元与陈炯
明等在惠阳淡水首义，继而率兵进攻
惠州，与敌作战，身先士卒，率众击溃

敌军，迫使惠州守敌投降，光复惠州。
任东江第一军参谋长，后改编为陆军
第一混成协，任协统。

1913 年邓仲元任琼崖镇守使，后
起兵反袁，与龙济光激战于三水，失
败后逃亡日本。1914 年他在日本加
入中华革命党，任军务部副部长，旋
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密谋在广东举行
起义，并任广东讨袁军总司令，与朱
执信等人在香港、澳门设立指挥机
关，与陈可玉策动陆军团长邓承昉在
饶平起义，另命洪兆麟在惠州举事，
均未成功。

1915年邓仲元奉命赴新加坡筹募
讨袁军费。1916年他任中华革命党东
江司令官，参加讨袁驱龙（济光）战役，
攻博罗、石龙，与广州、惠州、东莞之敌
苦战月余。

1917年 11月粤军成立，邓仲元任
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1918 年，
随陈炯明率军援助福建民军，攻克闽
南 20余县。1920年率部回粤，年底驱
逐了盘踞广东的莫荣新。

1921 年 5 月，邓仲元任广州军政
府第一师师长兼总司令部参谋长。同
年夏，击溃犯粤的沈殿英、刘震寰部。
接着，他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伐，担任后
方筹饷械的任务。

1922 年 3 月 21 日，邓仲元亲赴香
港接其老师周善培来广州，傍晚抵达
大沙头广九车站时被人暗杀，经抢救

无效于23日去世，终年 36岁。
孙中山痛失良将，追授邓仲元“陆

军上将”，安葬于广州黄花岗。孙中山
亲题“邓仲元先生之墓”墓碑，胡汉民
撰写“陆军上将邓仲元墓表”。1929年
7月 24日国民政府令拟照上将阵亡例
给恤。

广东仲元中学始创于 1934 年，是
专为纪念邓仲元将军所创办。该校历
来重视继承与发扬仲元精神，每年清
明时节，仲元中学都组织全体高一年
级 1000多名学生，到黄花岗烈士陵园
开展祭奠活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
鞠躬致意、默哀悼念。仲元中学校长
谭小华说，吊念先烈，可以让学生更好
地铭记革命事迹，学习七十二烈士及
邓仲元将军勇于斗争、刚正不阿的爱
国主义精神。

据悉，为更好地铭记邓仲元将军
的历史故事，广东仲元中学艺术科组
以历史剧为载体，正积极筹备编排历
史剧《仲元之光，那年那月的仲元人》，
预计于5月面向全校师生及大众公演。
（新华社记者 李雄鹰）

左上图：邓铿像（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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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上将”—邓铿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4月 16日，
生态环境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应急管理部
等国务院新组建部门作为第二批挂牌单位
分别举行挂牌仪式，正式对外履行职责。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出席了应急管理部挂牌仪式，并在应
急管理部指挥中心调研，听取指挥中心及
其主要系统功能的介绍，与基层值班执勤
单位现场视频连线，了解有关情况。韩正
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应急管理部机构
改革，提高国家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提
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韩正表示，组建应急管理部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于构建统一
领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国家应急能
力体系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
意义。要积极稳妥、有力有序推进应急
管理部组建各项工作，确保改革无缝衔

接。要建设好应急管理部指挥中心，确
保在灾害事故发生时，第一时间响应、集
中统一指挥、第一时间处置，更加高效地
把各种应急力量和资源投放到应急管理
工作之中。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的核心地位，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
禁止，建设一支作风过硬、意志坚强、能
打硬仗的应急管理干部队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孙春兰，国务委员王勇、肖捷出席了有
关部门的挂牌仪式。

国务院新组建部门第二批挂牌分别举行
韩正出席应急管理部挂牌仪式

新华社北京 4月 16日电 4 月 16
日，新一届国务院在中南海举行宪法宣
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监誓。

根据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
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2017年 6月
至 2018年 3月国务院任命的42个部门和
单位的92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上午 11时许，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
书长肖捷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
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
领誓人左手抚按宪法，领诵誓词，其他
宣誓人在后方列队站立，跟诵誓词。

宣誓后，李克强要求大家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忠于宪法、依宪施政，践行宗旨，勤勉尽

责，清正廉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贯彻
新发展理念，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多兴
利民之事、多解民生之忧，努力创造无
愧于国家和人民的新业绩。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孙春兰、胡春
华、刘鹤，国务委员魏凤和、王勇、赵克
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等参加仪式。

新一届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李克强监誓

本报北京4月16日电 记者李建
文、特约记者张雷报道：中国空军新型
战机歼-10C于 16日开始担负战斗值
班任务，标志着空军攻防作战体系进
一步完善，有效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进
一步提升。

歼-10C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
改进型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配装先进
航电系统及多型先进机载武器，具备中
近距制空和对地面、海面目标精确打击
能力。2017年 7月，参加庆祝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

歼-10C战机列装空军后，实战实
训逐步展开，飞行人才稳步成长，在空
军“红剑-2016”“红剑-2017”体系对抗
演习中发挥重要作用，为空军新质作
战能力的提升打下基础。

走实训之路，练打赢之功。驻训
高原、砺剑雪域、穿越山谷，歼-10C的
战斗航迹贯穿着“一切训练都是为了
作战”的理念，实现了从“练为战”到
“练即战”的转变。

歼-10系列战机的发展历程，见证
了改革开放为中国航空工业和空军建
设发展注入不竭动力的过程。与歼-
10C 先后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的歼-
20、运-20、歼-16、轰-6K 和苏-35 等
新型战机，为空军战略转型提供有力
支撑，使空军官兵深切感悟到改革开
放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必由之路。

在练兵备战中实战实训、按纲施
训，空军越来越多的飞行员具备通飞
歼-20、歼-16、歼-10C等多种新型战
机的能力。空军航空兵某旅副旅长吕

威说，“实战实训只有敢于走别人没有
走过的路，才能收获别样的战斗力。驾
驭新装备，牢记新使命，新时代空军飞
行员要飞出大国空军的威武和气质。”

走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的中国
空军，围绕“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
目标，接续建设实战空军、转型空军、
战略空军，转型发展进入快车道，备战
打仗能力发生历史性变化，成为有效
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
战争的重要力量。

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表示，改革
开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境。在新时代
改革开放中，空军全力推进练兵备战，不
断锤炼空天战略打击能力、空天防御能
力和空中战略投送能力，坚定不移维护
国家空天安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

中国空军歼-10C战机担负战斗值班任务

本报北京 4月 16日电 邱学雷、

记者邹维荣报道：记者 16 日从国防科
工局获悉，长征五号遥二火箭飞行失
利故障原因近日基本查明，改进后的
芯一级液氢液氧发动机完成多次地
面热试车考核，验证了改进措施的有
效性。

2017 年 7 月 2 日，长征五号遥二火
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实施发射，火
箭飞行至 346秒时突发故障。根据分析
仿真计算及地面试验结果，故障原因为
芯一级液氢液氧发动机一分机涡轮排气
装置在复杂力热环境下，局部结构发生
异常，发动机推力瞬时大幅下降，致使发

射任务失利。
目前，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工程研制

队伍在全面落实故障改进措施的基础
上，正在开展遥三火箭研制生产，计划于
2018年底择机发射。后续，长征五号遥
四火箭将实施探月工程三期嫦娥五号探
测器发射任务。

长征五号遥二火箭飞行故障调查完成
今年底将实施长征五号遥三火箭发射

柳荫街，北京市什刹海西侧一处古
朴的街区，由徐向前元帅题词的“柳荫
军民文明街”街碑静静矗立。36年前，
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从这
里走向全国。双拥共建，成为这条街所
在西城区的一张亮丽名片。

岁月无痕，红墙见证。习主席多次
强调，要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不断谱写军
民鱼水情时代新篇。暖心的话儿激励着
紧邻中南海红墙的西城军民，他们以首
善标准书写出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

听，红墙边的一曲曲新时代鱼水
歌……

这里有“穿军装的居

委会主任”

“小孙的工作定下来没有？”上士武
鑫鋆提着从医院取回的药品走进胡同
口的一处老屋，刚一坐定，老屋主人沈
永秀便迫不及待地问。

老人今年 83 岁，家住西长安街街
道义达里社区。她口中的小孙名叫孙
华乐，原是火箭军某通信团二连上士，
也是义达里社区第 19 任“穿军装的居
委会主任”。去年，他退伍返回老家。
从此，小孙的工作安置问题成了沈永秀
老人一直惦记的事。这不，武鑫鋆刚一
进门，她又问起小孙的事来。

自 1984 年起，孙华乐所在连党支
部就与义达里社区居委会确立了共建
关系，经常派战士参与社区建设，协助

居委会开展环境整治、便民服务、治安
巡逻等工作。久而久之，官兵成了社区
居民家的常客，街坊们亲切地称之为
“穿军装的居委会主任”。2013 年 12
月，接下这一重担的孙华乐一干就是 4
年。期间，他和战友帮社区居民解决了
不少难题。

沈永秀老人的儿子一直患病在
身，加上老伴去世得早，自己生活不便
不说，还要照顾儿子的起居，每个月都
要去医院给儿子开药。沉重的生活压
力，让老人脸上布满愁云。孙华乐了
解情况后，主动承担起陪老人去医院
取药的任务。随着老人身体越发不
便，他索性代替老人取药，并定期带她
做体检。

后来，孙华乐和战友们还多次到
社区帮居民修电表、拆违建、清扫房顶
落叶，把社区当成了自己的家。有了
官兵的陪伴，沈永秀老人脸上的愁云
不见了，小院里也多起了朗朗笑声。

共建先进单位、双拥标兵连队、先
进党支部……走进这个连的荣誉室，挂
满后墙的牌匾让人印象深刻，这也是官
兵们拥政爱民的生动见证。

去年底，经过个人申请、群众评议、
组织考察、党支部研究一系列程序后，
武鑫鋆接棒成为社区第20任“穿军装的
居委会主任”。上任时，他动情地说：
“树有根，水有源，百姓是靠山。”

写不完的“拥军日志”

动人心扉

对于某部上士宫庆宾来说，去年让
他倍感骄傲的一件事是被评为了“红墙
卫士”，父母还被邀请来北京参观游览，
感受首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2017年的金秋，让人难忘。习主席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让军人成为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暖心的话语，饱含着党
和人民对子弟兵厚重的关爱，体现了党中
央厚植国防建设基础的战略考量。

一次军地联席会议上，西城区双拥
办主任侯雅彬感慨地说，尊崇军人不是
一句空话，关键要落实在拥军优属的暖
心行动上，受“红墙意识”滋养多年的西
城人尤其要有走在前列的使命感。

此后，他们在多方调研、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把“红墙意识”转化为拥军优属
的暖心举动，每年都在驻区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中评选一批优秀士兵、表彰一批
优秀军嫂。西长安街街道还邀请被评为
“红墙卫士”士兵的父母，来北京看望孩
子、参观游览，以此激发官兵的职业自豪
感，培育尊崇军人军属的社会风尚。

武警某部战士盛豪杰的父亲，听说
儿子被评为“红墙卫士”的消息后，高兴
地说：“孩子能为保护首都平安做些事
情，是全家人的莫大荣耀。希望他在部
队安心服役，再立新功！”

评选“红墙卫士”、表彰“最美军
嫂”、宣传“最美士兵”……一项项活动
在西城区开展得如火如荼，让军人军属
倍感荣耀与尊崇。

在西城，很多社区居民都有一个习
惯。新兵入营时，大家会自发地组织欢
迎仪式，让新兵感到驻地如家；立功受
奖时，大家会邀请官兵到社区一起分享
荣光；老兵退伍了，居民们又不约而同
地组成欢送团，让他们感受到第二故乡

人民的留恋……年复一年，一个个仪
式，一次次分享，成为官兵难以忘却的
成长记忆。

打开西城区的“拥军日志”，一个
个动人心扉的务实之举映入眼帘：38
场次军嫂安置招聘会，实现岗前培训
全覆盖；100%军人子女享受优质教育
资源，解决官兵后顾之忧；十八大以来
持续投入资金，为官兵改善生活和训
练设施……这一系列暖心之举，让子弟
兵拥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人民深情暖心窝。这片热土孕育
的西城双拥，就如那春日的百花园，芳
香自来，沁人心脾！

胡同里有讲不完的

拥军故事

冬日的暖阳，映照着西城区广安门
外街道。那天，北京首家军民融合书香
驿站在这里正式挂牌成立。
“启动军民融合主题书香驿站，是

西城双拥的一个新起点。”挂牌仪式
上，西城区社区文明推进协会执行会
长梁军表示，他们在践行“红墙意识”
中，致力于构建多功能融合、多元化参
与的服务平台，通过开展读书会、双拥
主题讲座等文化活动，满足西城军民
的多样生活需求，以文化拥军助推社
区治理。

如今，每天来这里学习阅读的人络
绎不绝，这个驿站已成为周边军民交流
思想、文化共融的公益空间。

作为驿站的常客，著名军旅词作家
石祥多次在这里观看居民表演“新长征
组歌”等节目。他说，作为党和军队的
文艺工作者，希望能在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中体现自己的价值，为文明西城作
出贡献。

融孕新生，共创共赢。融合思维，
为西城双拥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走军营慰问活动，在西城区各街道
已有几十年历史。每年重大节庆日，西
城居民除了为官兵送去食品、饮料、礼
物等，还带着由军地艺术家组成的“红
墙双拥艺术团”，为大家送去精彩的文
艺节目。随着时代发展，他们又以融合
思维创新完善了具有“红墙”特色的共
建共赢机制。

在德胜街道，很多居民津津乐道于
这样一个场景：华灯闪烁，音乐骤响，伴
随着动感的节奏，数十个灵巧的机器人
翩翩起舞，“萌”坏了现场观众……这是
该街道普天德胜科技双拥实验基地揭
牌仪式上的一幕。当天，还发布了 16
个科技双拥共建项目。

让人惊叹的 3D打印技术演示、妙
趣横生的科技与心理学讲座、场景逼真
的 VR 再现飞夺泸定桥历史场景……
该基地每月的主题活动都吸引知名科
技企业参与其中，不仅让社区居民大开
眼界，还帮驻地官兵打开了科技视野，
提升了科技兴军的素养。

一个社区，一条胡同，一段故事，成
为一个时代的见证！
“红墙畔，柳荫街，真情无限；军民

谊，鱼水连，代代相传”……走在弯弯绕
绕的街巷胡同，现代京剧《西城双拥颂》
萦绕在人们耳畔，独具京腔京韵的唱段
与红墙根下的鱼水深情交相辉映，鼓荡
起军民团结如一人的时代新风。

红
墙
见
证
鱼
水
情
深

—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新
时
代
双
拥
工
作
纪
事

■
本
报
记
者

侯

磊

中
国
军
网
记
者

张
艺
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