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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耀中华

走进重庆市酉阳县南腰界镇，红色
老区浓厚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红
军历次战斗遗址、大坝场祠堂红军政治
部旧址、“活捉冉瑞廷，替为革命而牺牲
的工农群众复仇”宣传标语……在这座
位于大山深处的小镇里，红军当年的印
记随处可见，能够讲述红军故事的村民
也大有人在。
“讲红军故事的人里，刘佐根算是

讲得最好的。”负责地方志编纂和红军
遗迹保护的镇党委宣传委员王小红告
诉记者。

顺着石板路七拐八拐，记者在中国
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见
到了刘佐根老人。自打退休后，刘佐根
便在这里当起了义务讲解员，如今已是
第五个年头。不仅如此，他还利用休息
时间走村串户，四处收集史料文物、整
理红军故事。“我这么做，是想让更多的
人了解红军！”刘佐根说。
“这座陈列馆有啥珍贵的物件

吗？”“有的！”刘佐根稍加思索后，径直
带记者来到一处展柜前。明亮洁净的
玻璃罩下，躺着一枚因氧化色泽暗灰
的银元。
“这是村里一位名叫黄永富的老人

捐献的。”刘佐根告诉记者，“曾经有人
出价好几千元向老人收购这枚银元，老
人都没答应。因为这枚银元的背后，有
一段老人妻子罗碧英大娘和红军的感
人故事。”
“那是 1934年，贺龙率领红军来到

南腰界，并以这里为中心建立了黔东革
命根据地。”吹了吹茶缸里氤氲的热气，
刘佐根开始了他的讲述。

当年，得知红军要来的消息后，当
地反动势力十分惧怕，竭尽所能欺骗老
百姓，污蔑红军“都是喝人血的”，并威
胁村民不得同红军打交道。因此，红军
初到南腰界镇时，村民谁也不敢和他们
接触。

由于水土不服，许多红军战士相继

患上痢疾，腹泻不止。那时红军缺医少
药，眼看战士们日渐消瘦，贺龙心中十
分焦急，派人分头去寻医问药。

这天，红军听说“罗大娘家有治痢
疾的药酒”，于是前去求助。起初，罗碧
英大娘对红军有些惧怕。但见红军战
士个个和气友善，完全不像地主口中
“喝人血吃人肉”的模样，便放下戒心，
送了红军几碗自家酿的红薯米酒。

罗大娘酿的红薯米酒酸酸甜甜，喝
进肚里很清爽，当天夜里，几名红军战
士的痢疾就好转了。第二天一早，他们
便跑到罗大娘家中去道谢，帮她砍柴挑
水、下地浇田。“老乡啊，我们红军是农
民的队伍，是来打土豪、分田地，解救咱
穷苦老百姓的！”几名战士一边劳动，一
边给罗大娘做思想工作。就这样，他们
很快便赢得了罗碧英的信任。

几天后，一名红军领导找罗大娘买
药酒。“你们红军是来帮我们穷农户的，
还说什么卖不卖！你们把这坛酒全部

拿去煮给战士们喝，如果不够我再抓紧
时间酿一些。”说着，罗大娘赶忙招呼红
军进院搬酒。这名红军领导拿出一枚
银元，硬是往罗大娘手里塞，“我们共产
党有纪律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共产党好啊，不像民团里的土匪

兵，见到值钱的东西就拿就抢！”接过银
元，罗大娘竖起大拇指。
“罗大娘家并不富裕，但是这枚银

元她一辈子都没舍得花。”刘佐根呷一
口浓茶，继续说，“红军走后，罗大娘担
心被地主乡绅发现，便把这枚银元塞进
墙缝中并用黄泥封死，直到她去世后，
才由丈夫黄永富捐给了陈列馆。”

一枚银元值多少钱？在当时，能买
30斤大米或10尺棉布；到如今，在收藏市
场上也价值不菲。可对罗大娘而言，银元
有价情无价，这是她与红军情谊的见证，
通过这枚银元，她得以认识红军、了解中
国共产党；对后人而言，这又是历史的载
体，述说着那段带有温度的故事。

在重庆市南腰界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有一件曾属于
村民罗碧英大娘的“无价之宝”—

一枚银元 一世情缘
■本报记者 郭丰宽 通讯员 何 健 罗 宇

7月20日，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发

起“守护香港”大型集会活动，呼吁反

对暴力、维护香港法治和安定。“香港

不能再乱下去了”，这是香港的主流民

意，也是所有关心香港人的共同心声。

近一段时间以来，香港社会围绕

特区政府有关条例修订出现纷争，一

些极端激进分子却以反对修例为幌

子，采取暴力方式冲击立法会大楼，有

组织地攻击警察，严重践踏香港法治，

破坏香港经济社会秩序。

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香

港是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的社会，允

许持不同意见者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理性讨论，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诉求。

同时，香港也是一个有法必依、违法必

究的社会。不管什么人、以什么样的

理由违法，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如

果持不同意见者动辄以违法暴力手段

争取他们认为的“公义”，香港岂非无

法无天、永无宁日？如果纵容违法犯

罪甚至为暴行美言、开脱、撑腰，就是

对香港法治精神的公然挑战，最终损

害全体港人的根本利益。

安定祥和是香港人民的最大福

祉。连日来的暴力行为已经损害了香

港作为国际化商业大都会的声誉，伤

害了广大港人的切身利益。香港餐饮

和零售业营业额6月份已经出现两位

数跌幅，部分地区店铺生意下滑两成

半。香港整体消费者信心指数也跌至

五年来最低水平。如果任暴力持续下

去，必将对香港繁荣稳定造成更大冲

击，影响港人正常生活和家庭生计。

因此，中央政府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

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

持香港警方和司法机构严正执法，对

违法行为追究到底，依法维护香港社

会法治环境。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

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香港既需要

应对日益增加的经济下行风险，还有

不少棘手的民生难题亟待纾解，经不

起折腾，经不起内耗。如果香港社会

不能对暴力坚定说“不”，仍然深陷在

社会纷争不断的泥沼，问题和风险只

会愈积愈多，香港引以为傲的法治、良

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都将受到

极大损害。这也是连日来香港各界纷

纷谴责暴力行为的原因所在，支持警

方将违法者绳之以法，绝不允许香港

激进分子将暴力合理化，维持香港公

共秩序，让这颗“东方之珠”永葆璀璨。

家和才能万事兴。我们期待香港

各界团结一致，共同反对暴力，支持行

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落实“一国两制”、

凝聚社会共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促进和谐。相信在中央政府

和全体香港市民的支持下，香港必定

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一国两制”的伟

大实践必定不断取得新的硕果。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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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祖国召唤，蓝天有我，有我无

敌。” ——郝井文

西北某空域，数十架战机升空向目
标空域突击，一场实战背景下的体系对
抗演练正在进行。
“中军帐”里，指挥作战的是空军某

基地副司令员郝井文。他准确研判各
类数据，迅速定下战场决心。随着一道
道作战命令传出，目标被准确命中。当
演习现场画面回传到千里之外的指挥
大厅，郝井文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新战
法得到验证，又为制胜未来战场积累了
经验。

从军 25 年来，郝井文始终铭记使
命职责，苦练精飞，谋战务战。他不仅

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飞行员，也是一位领
头挑战极限、带领团队守护蓝天的指挥
员。在他看来：“军人的职责就是打赢
下一场战争，只要祖国召唤，蓝天有我，
有我无敌。”

那年，郝井文带队参加“金飞镖”比
武，在首战 0∶2失利的情况下，他大胆
提出一种夜间超低空突防的新战法。
运用这种战法会使攻击难度、突防风险
成倍增加，却是破“敌”体系的出奇制胜
之招。他提出的战法被采纳，团队最终
以4∶2反败为胜。

为把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搞透，郝
井文如饥似渴地研究相关资料。他带
领部队与院校通力协作，研发战术任务
规划系统，主动协调试用某新型制导炸
弹，有效提高小目标实弹命中精度。

2017 年 7 月，郝井文带队参加“航
空飞镖-2017”国际军事比赛取得小组
第一的优异成绩，可他一点也高兴不起

来。归建后，他反复琢磨俄方从战场上
总结的实战动作，重新审视我方每个训
练课目、每个飞行动作的实战意义，带
领飞行员探索缩短瞄准时间和再次攻
击时间，提升了战场生存率，增强了毁
伤效果。
“每次升空都是一场战斗，就要有

勇气、敢于亮剑。”作为英雄部队成长起
来的优秀战斗员、指挥员，郝井文带头
飞第一个架次、打第一枚实弹，带领部
队在空军率先展开某型战机夜间轰炸
射击、海上自由空战、战术空中加油等
实战化课目训练，带领部队出色完成海
空维权、防空识别区管控、体系远海训
练等 50余次重大任务。在空军组织的
演习比武中，他带队 6 次夺得团体第
一，10人次获得“金头盔”，6人次获得
“金飞镖”，数量居空军之首。他本人被
表彰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被中宣部
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每一次升空都是战斗
——记军队系统全国敬业奉献模范人选郝井文

■王晓宏 本报记者 李建文

2013年 6月 27日，沂蒙老区八路军
115师司令部旧址新增一处曹玉海纪念
馆。“一级战斗英雄”曹玉海曾 3次参军
入伍，最后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年
仅28岁。

曹玉海，1923年 3月出生于山东省
莒南县（1941年前属莒县）涝坡镇东店
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早亡，祖
父被日军杀害，曹玉海 10 岁开始给地
主干活。19岁时，他第一个带头报名参
加八路军。后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负
伤，被安排回家养伤。伤愈后，无法与
原部队取得联系的曹玉海找到驻扎莒
南的八路军部队（东北军 111师起义后
归八路军建制），坚决要求参军。部队
领导知道曹玉海是山纵二旅的，让他回
原部队，但曹玉海坚持说：“我不能再等
了，要早上前线报仇杀敌，就参加你们

的部队吧。”就这样，曹玉海第二次参加
八路军。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曹玉海
作战勇猛，先后参加了横山战斗、东北
剿匪、保卫四平、三下江南、辽西会战、
解放天津等战役，立战功 7次，荣获“滨
海抗日模范”“战斗模范”等荣誉称号。
1944年 2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 4月，曹玉海随大军南下解
放江南，在湖北宜昌与白崇禧军队交
战。曹玉海在激战中身负重伤，留在
武汉治疗。伤愈后，组织考虑他身体
虚弱，便安排他转业到武汉监狱任监
狱长。

朝鲜战争爆发后，奉命北上的
114 师路过武汉时，曹玉海找到老部
队，要求重返部队参加国防军保卫边
防。师长翟仲禹说：“你已经转业了，
在地方好好干吧！”曹玉海坚定地说：
“我们的新中国刚刚建立，帝国主义
把侵略的战火烧到我们家门口了，威
胁到祖国的安全，我是一个革命军
人，岂能坐视敌人侵略，我要到前方
亲自消灭侵略者！”

临行前，曹玉海婉言拒绝了未婚妻
结婚的要求，说服并告别爱人，毅然走
向抗美援朝前线，守卫350.3高地。

350.3 高地位于京安里东北，是利
川、龙仁、水源三地通汉城（今首尔）的
三条公路的汇合点，也是志愿军抗美援
朝第四次战役中西线阻敌的关键。在

敌人的猛烈进攻中，身为一营营长的曹
玉海沉着指挥战斗，连续打退敌人 6次
进攻。在敌人第 7次进攻时，曹玉海头
部、胸部不幸中弹，牺牲在前沿阵地。

这场战斗历时七天七夜，我军用
坚强的意志打退数倍于我、装备精良
的敌人多次进攻，完成了 350.3 高地的
守备任务，对保障志愿军在东线横城
反击战歼敌三万余人的胜利起到了重
要作用。

1951年 6月 25日，志愿军总部追认
曹玉海为“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
雄”。他任营长的一营被授予“英雄部
队”称号并记集体一等功，授予“攻守兼
备”锦旗一面；所属三连被授予“英雄连
队”称号，并授予“屡战屡胜”锦旗一面。

曹玉海的名字没有被遗忘。在朝
鲜朝中友谊纪念塔上刻有英雄曹玉海
的名字；在中国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
里，曹玉海的遗像和黄继光、邱少云等
英雄的照片一起悬挂在纪念大厅里，供
人们瞻仰。

2013年 6月，曹玉海纪念馆在莒南
县大店镇八路军 115 师司令部旧址落
成。参观者们表示：“曹玉海烈士用短
暂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响彻天地的爱国
主义壮歌，他的英雄事迹已成为我军
和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
励着后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勇
前进！”

（新华社记者滕军伟）

曹玉海：三次入伍战功卓著 身经百战以身许国

曹玉海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当前
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 20
日向各地水利部门发出通知，要求从及
时作出滚动监测预报等七个方面做好水
旱灾害防御工作。
——及时作出滚动监测预报。密切

关注雨情、水情和汛情发展，加强中短期
和临近预测预报，提高预测预报精度、延
长预见期，为防汛决策和调度提供支
撑。提前发布灾害性预警信息，确保全
覆盖、无遗漏。

——突出做好北方河流洪水防御。
切实加强薄弱环节和隐患排查整治，认
真梳理防御工作重点和难点，有针对性
细化落实各项措施，确保防洪安全。
——突出做好水库安全度汛和调度运

用。强降雨区域内的水库特别是小型水库
和淤地坝，落实专人24小时巡查盯防。严
格水库规范运行，严禁擅自超汛限水位运
行。充分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作用。
——突出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

灾害防御。

——强化堤防巡查防守。根据江河
水情，及时开展巡堤查险，尤其是加大对
标准不足、存在病险、超警幅度大堤段的
巡查，发现险情及时报告、及时处理，做
到抢早抢小。
——加强信息报送和舆论引导。
——强化部门协作配合。完善沟通

合作机制，加强与气象、应急等部门协调
配合，强化联合会商和信息共享，“测防
报”与“抗救援”有机衔接，共同做好防汛
抗旱各项工作。

水利部：从七方面做好防汛关键期工作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记者吴
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20日对外宣布，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决策部
署，按照“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迟”的原
则，在深入研究评估的基础上，推出以下
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

1、允许外资机构在华开展信用评
级业务时，可以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
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所有种类债券评
级。

2、鼓励境外金融机构参与设立、投

资入股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
3、允许境外资产管理机构与中资银

行或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合资设立由外方
控股的理财公司。

4、允许境外金融机构投资设立、参
股养老金管理公司。

5、支持外资全资设立或参股货币经
纪公司。

6、人身险外资股比限制从 51%提高
至 100%的过渡期，由原定 2021 年提前
到 2020年。

7、取消境内保险公司合计持有保

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不得低于 75%
的规定，允许境外投资者持有股份超过
25%。

8、放宽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条件，取
消30年经营年限要求。

9、将原定于 2021年取消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
的时点提前到2020年。

10、允许外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
市场A类主承销牌照。

11、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
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我国新推出 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

盛夏的内蒙古东乌珠穆沁

旗乃林高勒草原绿草如茵，气

候宜人。连日来，在“四季乌珠

穆沁”马文化主题活动上，牧人

赶着马群在绿色的草原上驰

骋，气势磅礴，构成一道美丽的

风景。图为马群在乃林高勒草

原上奔驰。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