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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李景欣女士：

2007年10月14日，你受我公司委托处理我公司在青海洋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退股分红事宜。自受委托后至今，你一直未将受托事

项处理情况回复我公司。根据青海洋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

情况说明，你已于2007年10月18日从该公司领取了退股分红的股金

人民币200万元及红利20万元，合计220万元整。现我公司郑重通知

你：请你务必在2019年4月12日前将人民币220万元本金及该款期

间的利息人民币197.8598万元（注：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五年

以上期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07年10月18日起至2019年4月

12日的利息）合计人民币417.8598万元交还我公司。请将款项付至：

户名：海南忠圣投资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海口华宝支行；账号：

265005746509。否则，相关法律后果自负。

特此通知

海南忠圣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日

（注：李景欣，江苏南京人，身份证号码320106XXXXXX2469）

关于催促李景欣交还我司资金的通知

山西省政府批准武俊文
等6名同志为烈士

新华社太原4月5日电（记者梁晓飞）记者
从山西省政府获悉，近日，山西省政府批准在扑
救沁源县沁河镇南石村“3·14”森林火灾中英勇
牺牲的6名同志为烈士。

2019年3月14日15时35分许，沁源县沁河
镇南石村发生一起森林火灾。接到报告后，当地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2000余人扑救。在扑
救过程中，因风向突变，7名沁源县森林消防工作
人员被困火场，经全力抢救，其中1人轻伤，6人
抢救无效，不幸牺牲。

武俊文、阴楷、牛鹏飞、平亚琦、霍成和杨智丞6
名同志在扑火过程中，英勇无畏，挺身在前，他们无
私奉献，为抢救森林资源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英勇牺牲。他们是永远值得铭记的英烈！

木里森林火灾
新发现一名扑火人员遇难

新华社成都4月4日电（记者江毅）记者从
凉山州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4月4日17时
25分，凉山彝族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接木里林
业局报告，在雅砻江镇立尔村喇叭寺沟口一跌坎
处发现该局第三营造管护处副主任王慧蓉同志
遗体。

据初步核实，3月31日，王慧蓉同志随扑火
队赴火场扑火，当晚在途中安全地带过夜。4
月1日早饭后，王慧蓉同志提出体力不支自行
返回，其他队员继续赶赴火场。4月3日 16时
许，前方火场扑火队员向指挥部询问王慧蓉是
否已经返回，指挥部与王慧蓉同志联系未果，即
组织队伍搜寻，于4月4日15时10分找到王慧
蓉同志遗体。

目前，凉山州委州政府已派工作组赶赴现场
处置，州公安局已派员到现场对死因进行调查。
相关调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祭奠，为了更好地前行
又是一年清明时。全国各地举行缅怀革命英烈主题活动，祭奠英雄、追思英烈，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
英雄志、忠骨魂。英雄精神指引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苍松翠柏掩映下的南京雨花
台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高高耸
立，鲜花簇拥着的革命烈士塑像
静静矗立，象征着革命精神薪火
相传的“长明灯”熊熊燃烧。4
日，南京中小学、高校的学生代表
约1000人来到雨花台烈士陵园
祭奠先烈。

“恽代英烈士，黑白照片中的
您，眼神坚毅而充满自信，用一生
追求共产主义信仰……”南京市
中学生代表诵读青春献词，与革
命先烈跨越时空“对话”。

“我们以后要经常来追思先
烈。”南京市第一中学高二学生刘家
辰诵读的是献给袁咨桐烈士的献
词。“他在比我小的年纪就为国家、
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这样的事迹
和精神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家国大
义，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祭祖寄
托人们的家族宗亲之情，缅怀英
烈抒发国之大义。

“当年老战士，今有几人存？
新生千百万，浩荡慰忠魂……”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

“清明节的铭记——尊崇英雄烈
士 厚植家国情怀”主题教育活动
启动仪式上，讲解员和师生们的
深情诵读让在场人士无不动容。

93岁高龄的八路军老战士
樊玉成、90岁高龄的新四军老战
士储渭，带领少先队员，缓步走向
独立自由勋章雕塑，向在抗战中
牺牲的战友献花。回忆战火纷飞
的革命战争年代，老战士激动地
说，如今祖国的繁荣富强可以告
慰在战争中逝去的战友。

清理周围杂物、将烈士英灵
安放……清明节前夕，陈三牛烈
士墓正式迁入八达岭革命烈士陵
园。北京市延庆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的工作人员闫永杰，几年来奔
波3000多公里，核准2000余个
姓名，只为烈士有名又有“家”。
2016年，延庆区开展零散烈士墓
抢救性保护。“一条线索都不能放
过”，是闫永杰对自己的要求。

千里之外，贵州遵义，凤凰山
上的红军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
义务宣讲员黄先荣动情讲述了邓
萍、钟伟剑、龙思泉三位英雄的事
迹。遵义市的民警陈勇对于英雄
事迹耳熟能详。“我们有义务讲好
遵义故事，将革命先烈的光荣传
统继承好、发扬好。”陈勇说。

“我们看您来了！”在北京西山脚
下的李大钊烈士陵园，李大钊的长孙
女李乐群向前来祭奠的人们介绍她
所知道的爷爷：“他忙起来顾不上吃
饭，一块大饼、一根葱就能对付。”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我们
向先锋学习，向英烈学习，就是要从
他们身上汲取强大精神动力，筑起
牢固的信仰之基。

在哈尔滨杨靖宇烈士塑像前，
哈尔滨市第八中学国旗班的学生代
表敬献花篮。前来祭奠的哈尔滨市
雷锋车队志愿者协会会长栾景通
说：“我们将继续发扬‘雷锋精神’，

做善事、当好人。”
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

来人。
苍松翠柏之间，青岛崂山革命烈

士陵园纪念碑广场，黄白菊花寄托哀
思。“从辛亥革命到南昌起义，从抗日
战争到抗美援朝，你们把青春永远定
格在那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祭奠活动上，青岛的高校、
中小学生代表朗诵诗歌。青岛科
技大学学生王安琪说，作为一名中
共预备党员，这次祭奠活动让她领

悟到，要向英雄学习，做不断奋斗
的优秀青年。

岁月流逝，初心未改。不论在
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
激情燃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或
是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代……
英雄精神融入民族血脉，砥砺家国
情怀，初心代代相传。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
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
迫人……”在贵州省石阡县，64岁的
陈德昌每当哼起这首歌，心中总会升

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感。这首曾流
传于中央苏区的民歌《当兵就要当红
军》，是他的父亲陈世荣生前最喜欢
的歌曲。陈德昌小时候就时常听到
父亲唱起，在心里深深埋下了种子。

当年，石阡县困牛山上，红军
战士不愿伤害被敌人裹挟的群众，
又不愿被俘虏，100名左右的红军
选择了跳崖，陈世荣是幸存者之
一。如今陈德昌经常受邀讲述当
年红军的英雄事迹。“青年一代生
长于远离战火硝烟的和平年代，无
论我们走多远，红色基因不能忘、
不能丢。”陈德昌说。

清明，连接着历史与今天。清
明的意义不只在感受先烈的崇高，
更在继承先烈的遗志，续写未竟的
伟大事业。

在李大钊烈士陵园正门口，李
大钊烈士雕像注视着人群，似乎在
宣扬他伟大的未来畅想：黄金时代，
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
过去，乃在将来。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松柏掩映，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
陵园，黄白相间的菊花环绕着烈士英
名墙。清明节前夕，我们迎回了阔别
60多年的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
军烈士遗骸。10位志愿军烈士英灵
从此在中华大地上安息。

“虽然我年纪小，但我知道的红
色故事可不少。”10岁的遵义市老
城小学四年级学生张瑞凝是当地的

红色义务宣讲员。在当地举行的祭
奠仪式上，她用稚嫩有力的声音作
了“做好新时代接班人”的主题宣
讲。“今后我还要把更多的红色故事
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汲取革
命先辈的精神养分，做向上向善的
好少年。”张瑞凝说。

八宝山革命公墓任弼时广场
上，几名学生用画笔向公祭群众展

示他们眼中的战争景象，把“金沙水
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红军
渡江战斗场景画下来，寄托哀思，表
达崇敬。

烈士们走了，历史车轮的转动
下，他们的身影似乎日渐模糊。但
是，我们分明看见，英雄们的精神正
在照耀中华，中华儿女正秉承烈士遗
志，沿着先辈的光辉足迹接力奋进。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记者
关桂峰 李惊亚 邰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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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盐城
彻底关闭响水化工园区

据新华社南京4月5日电（记者赵久龙 王
子铭）江苏盐城4日召开市委常委会议指出，以壮
士断腕的意志和决心，彻底关闭响水化工园区，将
陈家港镇列入全市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十镇
百村”试点，加快实现乡村振兴。

会议强调，当前现场处置仍处于关键阶段，绝
不能有所放松。确保污染水体不流入灌河、危化
品和固废处置不发生二次事故、处置过程不发生
人身伤害。

当前，现场处置取得重要进展，盐城市委要求
继续全力救治伤员，扎实做好房屋修缮等工作，努
力让失去工作的职工尽快走上新的岗位。积极配
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尽快把事故原因查清、把责
任分清，给人民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据新华社贵阳4月5日电（记者
李惊亚）王若飞，原名王运生，字继仁，
1896年10月生于贵州省安顺县（现
安顺市西秀区）。从青年时代起，他就
饱含热情地追求革命真理。1918年，
王若飞赴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学习，开
始接触马列主义。1919年赴法勤工
俭学，其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巴黎
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
支部。1923年，王若飞被派往莫斯科

东方大学学习，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
革命和世界革命有关问题。1928年6
月，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
表大会，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
员，并在列宁学院学习。

1931年，王若飞回国，领导开辟陕
甘宁绥一带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由于叛徒出卖，不幸在包头被国民党
当局逮捕。在狱中，王若飞始终严守
党的秘密，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他不

仅寻找机会对狱友们进行革命教育，
还写下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
作。他在狱中为鼓励同志而作短文
《生活在微笑》，写道：“死里逃生唯斗
争，铁窗难锁钢铁心。”在近6年的铁窗
生涯中，他始终威武不屈、坚持斗争，
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1937年 8月，在党组织营救下，
王若飞出狱回到延安，先后担任中共
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长、八路军

延安总部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
等职。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方针、政策，并参与了许多重大
方针、政策的制定，对推动抗日根据地
各项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毛泽东
多次夸赞：“若飞是我们的理论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
日，王若飞陪同毛泽东、周恩来飞抵重
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1946年1

月，他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
政治协商会议。4月8日，王若飞携带
中共代表团就宪法、国民政府组成等问
题同国民党谈判的最后方案，与秦邦
宪、叶挺等13人乘飞机回延安，准备向
中共中央请示汇报。因气候恶劣，飞机
在山西兴县黑茶山撞山坠毁，同机13
人全部遇难，王若飞时年50岁。

毛泽东为“四八”烈士题词：“为人
民而死，虽死犹荣”。

王若飞：为人民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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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勘察确定木里森林火灾
起火原因为雷击火

新华社成都4月5日电（记者张超群）记者5
日从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经当地森林公安
机关勘察，木里森林火灾的起火点和雷击树木均
已找到，确认火灾原因为雷击火。

四川凉山州森林公安局介绍，3月30日18
时许，木里县森林公安局接到群众目击雷击引
发森林火灾的报警，公安人员历时3天组织拉
网式排查找到该处雷击点，经过对雷击痕迹点
的勘察、取证，并与目击证人拍摄的照片比对后
确认山脊处的一株高约18米、树围约250厘米
的云南松为此次木里森林火灾主火场的起火痕
迹点。

四川凉山州森林公安局负责人介绍，雷击位
置在树干上部，遭雷击后树干被撕裂，闪电经树干
传导至地下，引燃地表腐殖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