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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外新语

国办日前印发《关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援车辆悬挂应急救援专用号牌有关事项的
通知》 （据新华社）

八桂大地，和谐壮乡。从 1958年成
立至今，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广西壮族
自治区走过了波澜壮阔的 60年。60年
来，驻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要求，始终牢记
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默默守护边疆安
宁，积极投身边疆建设，与壮乡群众一道
谱写了军民团结、边疆和谐的壮丽篇章。

修路筑基，打通富民固边

“血脉”

中越边境广西段，层峦叠嶂，一条
条崭新的柏油路蜿蜒盘旋，宛如一串串
珍珠项链镶嵌在崇山峻岭间。

11 月 25 日一大早，家住崇左市宁
明县桐棉乡那犁村的村民何远光，开着
自家小货车，沿着通到家门口的柏油
路，把晒好的蘑菇运到了集市上。

实施兴边富民工程前，那犁村不通
公路。村民运送货物只能靠肩挑马驮
人背。非独那犁村，因为自然条件恶
劣，广西在改革开放之初仍有 2100万人
徘徊在贫困线上。
“帮助壮乡父老乡亲走上致富路，子

弟兵要当先锋打头阵！”1997年以来，广
西在民族贫困山区先后开展“十项大会
战”，让村村通上了公路；2000年，边境地
区、革命老区和大石山区等少数民族聚
居地区展开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与壮
乡人民心手相牵的驻桂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先后出动官兵40多万人次，奔赴建设
“第二故乡”战场，帮助边疆人民告别多
年“出行靠走路、照明靠点灯、喝水靠肩
挑、通信靠吆喝”的历史。

在革命老区百色市凌云县，有个
“上去后不敢下来，下来后不敢再上去”
的断肠岭。村民想修一条通往山外的
“致富路”，没想到刚开工，半边崖就塌
了下来。百色军分区数百名官兵闻讯
赶来，用坏了 127 个钻头，打出 2920 个
炮眼，带领民兵和群众在半山腰上修出
一条宽6米、长 400多米的“生命栈道”。

近年来，广西军区结合驻地实际，
探索出了扶党建帮强支部、扶教育帮提
质量、扶文化帮正乡风、扶基建帮促发
展、扶产业帮增收入、扶医疗帮减负担
的“六扶六帮”扶贫工作模式，形成了军
队参与扶贫的“广西样本”，帮扶52个贫
困村（屯）、971户贫困户、3964名贫困人
口脱贫。

如今，伴随着边疆群众生活条件的
极大改善，人人争当护碑员、界务员、情
况报知员，边境地区形成了“一村一堡、
一户一哨、一人一兵”的大边防格局，军
民共守边关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清除雷患，扫除边疆发展

“拦路虎”

金秋南疆，静谧祥和。10月 25日，
广西边城凭祥市法卡山地区传来捷报：
经过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连续奋战，
中越边境广西段最后一块深排雷场被
搜排完毕。此举标志着广西边境现已
勘明的雷患全部清除。

由于历史原因，过去数十年广西边
境仍遗留着众多雷区，威胁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和生产生活。凭祥市友谊关附
近的卡凤村，100多人的村子有三分之

一的青壮男被炸伤或命丧雷场。“地雷
一日不排，危险就无时不在，人民无法
安居乐业。”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扫
雷官兵在广西边境共进行了 3次大排
雷和一次勘界立碑扫雷。

1993年 6月，第一次边境大排雷行
动，扫雷官兵打通边境口岸和通道 90
余个（条），将 450万平方米的安全土地
移交给边疆人民。

2000年 8月，第二次边境大排雷行
动在广西靖西市庭毫山收兵。在历时 7
年多的两次大排雷行动中，扫雷官兵共
排除地雷220多万枚。
“祖国界碑竖立的地方，再苦再难

也要到达！”从 2002年 10月 18日起，广
西边防部队 5支排雷队，历时 6年多时
间，先后扫清雷障总面积 158.44万平方
米，排除各式地雷 7000余枚，开辟通道
430多条、长约 600公里，为中越两国联
勘人员勘界立碑开辟了一条条安全畅
通的“绿色通道”。

自去年 11月中越边境广西段新一
轮扫雷行动启动以来，扫雷官兵转战 8
个边境县（市、区）17个乡镇，移交深排
雷场 40处共 158万余平方米，彻底清除
了历史遗留雷患。

昔日遍布地雷的雷区，如今商号林
立、人流如织。边境小城凭祥已成为拥
有 3个国家级口岸和 4个边民互市贸易
点的边贸名城。广西东兴口岸 2018年
出入境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

谈起这些变化，壮乡边境的父老乡
亲感激地说，危险雷区变成和平家园，
如今的幸福生活是扫雷官兵用双手一
寸一寸“刨”出来的。

科技控边，立起强边固防

“铁栅栏”

大型电子屏幕上，一线执勤分队

实时传回视频、图像和文字，不间断地
对陆地边境、海上防区的态势进行“现
场直播”；动态电子地图上，几条正在
逐渐延伸的红色粗线条，清晰地显示
着各个边防巡逻分队的行进轨迹……

11 月下旬，记者在南部战区陆军
某边防旅组织的边海防军警民信息化
管控综合演练中，切身感受到了依托
信息技术管边控边给边防执勤管控带
来的巨大变化。

过去，官兵主要依靠“铁脚板”丈量
边境线，用望远镜观察边海情。“通信基
本靠吼，巡逻主要靠走，观察主要靠瞅”
的执勤方式，曾是广西边防管控的真实
写照。

进入新世纪，伴随着信息化建设的
浪潮，一条条无形的“信息高速公路”把
广西境内的雄关古道和偏远岛礁推向
时代前沿。随着边防执勤装备的更新
换代，科技手段的运用极大提高了边境
管控效率。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军地双方
统筹陆上和海上两个方向，坚持成体
系成规模推进边海防信息化建设，广
西驻军和武警部队将信息化管控纳入
到常态化边防管控机制中，形成了“横
向贯通，上下联动，立体管控”和人防、
物防、技防“三结合”的边海防管控新
态势，管边控海手段有了质的飞跃。

在北仑河口的竹山港巡逻艇队，官
兵们熟练操作雷达显示仪、北斗导航系
统和电子海图等设备，对目标海域进行
实时侦察。同时，他们与友邻海、空军
部队和海警等单位协作，实现陆海空立
体联合管控。

今日广西边关，已成为经济发展的
“黄金线”、民族团结的“连心线”、维护
稳定的“钢铁线”。广大官兵枕戈待旦，
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守卫着边疆的和平
安宁，守望着人民的万家灯火。

情满八桂 爱洒壮乡
—广西驻军守护边疆安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纪事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记者 冯 强 通讯员 关 磊

24 岁参加革命，历经多次革命战
斗，长征途中率部架浮桥抢渡乌江，
抗战中数次袭击日伪军据点给予沉
重打击，为保卫家园在抗日战场上
英勇牺牲……“徐秋烈士的一生，虽
然短暂，却无比壮烈！”湖南省岳阳
市平江县史志办工作人员李双龙评
价道。

徐秋，原名徐秋香，男，1903 年出
生，湖南平江县浊水乡洪山塘坳屋场
人。父亲徐望兴和母亲李昆贞均为农
民。因家庭贫困，徐秋只读过小学，后
来给地主家打工度日，参加红军前与陈
漂香结为夫妻，生有一子一女。

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
收起义爆发后，他参加了当地的赤卫
队。1930年 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被
任命为红 58团团部参谋，转战于湘鄂赣
边区各县，作战英勇顽强，同年 10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 7月初，部队回师江西兴国
后，为了扩充红军队伍，他主动向团部
建议并经批准同意，由他主持召开了红
军家属代表会，发动红军战士给红军家
属帮助生产劳动。在拥红扩军运动中，
他的思想发动工作细致而高效，一次就
为红5军扩充精壮青年300余名。

1933年 6月中旬，部队奉命在大湖
坪整编后，徐秋任红 5军第 1师第 10团
副参谋长。 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
1934 年底至 1935 年春，红三军团攻占
娄山关，抢渡乌江，徐秋受命率部架桥，
经过一昼夜苦战，浮桥架通，部队终于
跨过了乌江。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
军，徐秋奉调 115 师，开赴抗日前线。
1939年春，随八路军第 115师东进支队
进入鲁西，先后任鲁西军区后勤科长、
冀鲁豫军区第 8军分区司令员等职。他
经常深入群众，领导减租减息运动，组
织地方武装，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39年 3月，上级决定由徐秋选调
10多名勇猛善战的战士，组成小分队，
夜袭日伪一个重要据点。徐秋组织两
名侦察员化装成农民进入街头，两名
行伍出身的战士化装摸近敌哨，待日
军持枪逼近我侦察员，强制搜身查问
时，两名战士乘机拥上，夺过日军的枪
支，两个侦察员迅即用麻袋将两名日
军的头蒙住，并装进了麻袋。小分队
随后迅速偷袭了日军碉堡，打死哨兵
一名，缴获枪支弹药、布匹、食盐、火柴
等一批物资。

随后，徐秋随部进入泰（山）西根据

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亡运动。5
月，日伪军围攻泰西根据地，他协助团
部组织在陆房突围后，转移到东平，进
入鲁南，参加了白彦争夺战。

1940年 3月，乘日伪军进驻郓城县
谭庄村立足未稳之机，徐秋率部夜袭
敌营，一举歼敌 200 余人，缴获大批枪
支弹药。1940 年秋，根据上级党委指
示，积极选拔、培训部队干部去鲁南工
作，并带一个特务营完成了干部护送
任务。1940年 9月，徐秋率特务营去山
东省郓城县以西的洞口反“扫荡”，组
织了一场伏击战，将对面日军打得逃
往县城。

同年 9月，根据地派南下干部途经
郓城，徐秋主动担负起境内护送任
务。此后在赵楼受到敌人包围，徐秋
探知敌人兵力过多，如硬打硬拼，势必
造成更大损失。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
的危险关头，决定突围。他先命令魏
振方带一个连，从赵楼西边渡河突围
成功。为了保护南下干部的安全，徐

秋率领部队从赵楼正方突围。渡河时
因敌人火力过猛，徐秋不幸中弹牺牲，
时年 37 岁，后被安葬在山东省郓城县
烈士陵园。

尽管时隔几十年，先烈徐秋的英勇
事迹仍在平江县传颂。“为我们有这样
的革命先辈感到骄傲和自豪，他的精神
也必将激励我们继续奋发勇为，更好地
为人民服务。”李双龙告诉记者。

（新华社记者周楠）

徐秋：保卫家园 以身许国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记
者高敬）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自然资源部 11日联合公布《渤海综合治
理攻坚战行动计划》，提出了攻坚战的时
间表和路线图。

行动计划提出，通过三年综合治

理，到 2020 年，渤海近岸海域水质优
良（一、二类水质）比例达到 73% 左
右 ，自 然 岸 线 保 有 率 保 持 在 35% 左
右，滨海湿地整治修复规模不低于
6900 公顷，整治修复岸线新增 70 公里
左右。

我国将开展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记
者高亢）记者 11 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获悉，1 至 11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 105.35 万辆和 102.98 万辆，
比上年同期增长 63.63%和 68%，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销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

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80.66 万
辆 和 79.09 万 辆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50.30%和 55.66%；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24.66 万辆和 23.86 万
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30.27% 和
127.58%。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保持稳步增长

纪录片《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

革开放40周年》在多个平台热播，107个

典型故事，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令我们对这段奋斗的历程充满敬意，

更注入继续前行的动力。

一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史，是一

段中华民族的奋斗史。40年里，我们国家

走出了以粮票、布票、肉票限量供应为特

点的物资短缺时代，物质文化产品极大丰

富；三峡工程、港珠澳大桥等世纪工程通

江达海，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今昔巨变

是一代代建设者用双手拼搏出来的。

波澜壮阔的改革，是一个个奋斗的

故事共同汇聚。从小岗村18位村民按

下包产到户“红手印”到中国农村改革大

幕拉开，从王乐义毁青苗种大棚到我国

蔬菜人均占有量全球第一……无数个

人、群体和国家的奋斗故事，汇成改革开

放40年的宏大诗篇。

来之不易，才格外珍惜。纪录片用充

满时代感的画面激起全民的集体回忆，不

只有成就成绩，还如实记录了改革开放过

程中下岗再就业、金融危机、非典等一系

列困难和问题，以及全国人民在应对困难

时展现出的坚强意志和拼搏精神。

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的息息相关，

在这40年里反映得淋漓尽致。见证改

革开放的人是幸运的，因为今昔对比更

能彰显幸福来之不易；新一代年轻人同

样是幸运的，因为更加美好的未来还需

要继续奋斗创造。

回顾历史，是为了不忘来路、不改初

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仍需要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当前我

国的改革开放还在不断深化，还有很多

“硬骨头”要啃。享受着40年来砥砺奋

斗的成果，最好的铭记莫过于传承前辈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以奋斗的

行动将改革进行到底。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记者
陈灏）

奋斗，是对奋斗者最好的铭记

徐秋烈士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一点一策”点线面推进内河治理，城市发展为湿地生态留出空间……近年来，海口市以水生态治理为突破口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城市生态品质和百姓获得感得

到全面提升。今年10月，海口市成功入选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图为海口万绿园。 新华社发

本报讯 北京卫戍区副兵团职离休
干部、原陆军指挥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
治部主任李平同志，因病于 2018年 11月
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李平同志原名李永杞，系山东蓬莱
人，1925 年 3月出生，1938 年 3月入伍，
1939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传令
兵、宣传队青年队长、政治指导员、政治

教导员、副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副政治
委员、政治委员，第 31军 92师政治部副
主任、主任，第 31军 93师政治部主任、副
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 28军政治部副
主任，第 31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原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副部长、直属政
治部主任，南京高级陆军学校副政治委
员等职。1990年 6月离职休养。

李 平同志逝世

本报讯 北京卫戍区正军职退休干
部、原武警技术学院院长丁士镛同志，因
病于 2018 年 7月 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3岁。

丁士镛同志系山东龙口人，1935年
1月出生，1951 年 7月入伍，1956 年 8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学员、教员，第二
炮兵技术学院综合教研室副主任、主任、
训练部副部长、系主任等职。1996 年 3
月退休。

丁士镛同志逝世
本报讯 上海警备区正军职离休干

部、原空军政治学院院长王彦同志，因病
于 2018年 7月 11日在上海逝世，享年 91
岁。

王彦系山东荣成人，1927年 12月出
生，1944年 1月参加革命，1944年 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干事、科长、
学员、处长、团政委，师副政委、政委，济
南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空军政治学
校政委等职。1988年 8月离职休养。

王 彦同志逝世

本报北京12月11日电 记者侯磊
报道：“我在部队从事的是航空军械专
业，能力素质完全能胜任咱们的岗位要
求。”坐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工作人
员面前，今年从空军某部退役的中士李
国洋信心十足。12月 11日，2018年北京
市退役军人就业双选会在国家会议中心
举行，276家中央、市属企业和大型民营
企业提供近千个岗位，供近千名退役军
人选择，663人现场达成签约意向。

多年来，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退役军人安置工作，今年又把事业单
位接收安置退役士兵比例提高到 50%
以上。11 月 16 日，北京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正式挂牌成立。随后，他们便根据
退役军人事务部出台的《关于促进新时
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等政

策法规，协调部分中央、市属企业和大
型民营企业组织此次退役军人就业双
选会。
“以双选会的形式开展招聘，旨在为

退役军人实现多渠道、多行业、多岗位就
业创造有利条件。”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一位领导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充分调
动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保障退役军人
在享受普惠性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和公共
服务基础上再给予特殊优待。

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部门负责人、
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企业单位
领导和退役军人共 1200 余人参加双选
会。此前，北京市已举办 2018年度中央
企业面向退役士兵选签会，109 名符合
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被中央企
业录用。

北京市举行2018年退役军人就业双选会
276家中央、市属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近千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