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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昌11月25日电 （记
者 熊家林）“郭征是一面旗帜，我每年
都会带着孩子去祭拜烈士，学习他的革
命精神。”江西省泰和县冠朝镇大冈村
村民郭黎明说。

郭征，原名郭辉勉，1914年生于江
西省泰和县冠朝乡楼居村一个贫农家
庭。1923年入墩睦堂小学就读。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江西省泰和县的农民运
动和革命武装斗争风起云涌。父亲郭
尚球曾任沙村区大冈乡中共支部书
记。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郭征加入儿
童团，参加革命活动。

1930年7月，郭征到赣西南红军
干部学校学习。同年10月到红十二军
司令部当传令兵。1931年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先后任传令班班长、团参
谋、九军团司令部侦察通信科参谋。

1934年10月，郭征随中央红军主
力长征，由于工作认真负责，完成任务
积极坚决，遵义会议后，任九军团司令
部侦察通信科科长。1937年1月参加
抗大第二期学习。同年8月毕业后，任
八路军一二○师侦察科科长，随军开赴
山西抗日前线。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一年的时间里，他随师部组织的地方工
作团来到五寨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宣
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筹集粮款，组
建抗日武装。

1939年1月，郭征随一二○师主
力到达冀中。同年2月，任独立第四
支队第二团团长。4月，独立第四支
队和七一五团编为一二○师独立一
旅，郭征任参谋长。齐会战斗中，他和
旅首长亲临前线指挥部队，击退了敌
人的多次进攻，取得歼灭日军700余
人的重大胜利。在冀中八个月的时间
里，郭征参加和指挥过大小战斗110
多次，他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沉着机智
地指挥部队。

1939年9月25日上午，驻守在正
定、无极、行唐和灵寿等地的1500余名
日伪军，企图打开进攻我晋察冀抗日根
据地的通路。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我
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激战中，
郭征胸部和头部中弹负伤，因伤势过重
牺牲，年仅25岁。

郭征：少年负壮气，奋烈击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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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11月25日电 （记者
吴济海 刘欢）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
于24日进行投票，选举产生22个县市
的县市长、议员以及乡镇长、村里长等。

据台湾当局选务主管机关的票数
统计，在22个县市长中，中国国民党获

15席，民进党获6席，另有1席为无党
籍。根据计票结果，在台北市长选举
中，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以3200余票
的微弱多数险胜中国国民党籍候选人
丁守中。丁守中25日凌晨向法院提出

“选举无效诉讼”。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结果揭晓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记
者 陈键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
结果25日揭晓。国台办发言人马晓
光应询表示，我们注意到这次选举的
结果。这一结果反映了广大台湾民众
希望继续分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红
利”，希望改善经济民生的强烈愿望。

我们将继续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
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团结广
大台湾同胞，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道路。在对两岸关系性质、两岸城市
交流性质有正确认知的基础上，我们
欢迎台湾更多县市参与两岸城市交流
合作。

国台办发言人：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

江西原副省长李贻煌案一审开庭 被控挪用公款超1.47亿元

➡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江西省原副
省长李贻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一案。据指控，
2013年3月至2016年5月，李贻煌利用担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职务便利，指
使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人员，挪用公款共计人民币1.473亿余元供
其亲属进行营利活动。该案将择期宣判。

泉港裂解碳九泄漏事件多名责任人被处理

➡泉州市政府 11 月 25 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泉港裂解碳九
泄漏事件处置和事故调查最新情况。通报表示，经调查，泉港化学品泄
漏事故主要是企业生产管理责任不落实引发的，共造成69.1吨化学品泄
漏。发生泄漏事件后，企业要求中层以上员工统一口径，隐瞒泄漏数量，
并恶意串通码头船只统一口径。目前，7名直接责任人员已被批捕。此
外，湄洲湾港口管理局、泉州市交通运输委、泉港区等有关地方政府和部
门的相关人员也受到处理。

欧盟通过英国“脱欧”协议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25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特别峰会上正式通
过此前与英国达成的“脱欧”协议。这是英国与欧盟启动“脱欧”谈判一年
多以来取得的重大成果。

根据“脱欧”协议规定，英国需向欧盟支付总额约390亿英镑的“分手
费”，在明年3月英国正式“脱欧”后设置为期21个月的过渡期，其间英国仍
继续留在欧洲共同市场与欧盟关税同盟，享受贸易零关税待遇。协议强
调，英欧将着眼于建立“自由贸易区”。 （据新华社）

“这里是中国时间，我们永不停歇，
我们分秒计算……”歌曲《中国时间》由
陈涛作词，王备作曲，汤非演唱。朴实
无华的歌词，荡气回肠的旋律，再加上
演唱者汤非成熟大气的嗓音，一幅描摹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崭新画卷在听者眼
前徐徐展开。

“新城正舒展千年画卷，嫦娥应
见我灯火相连。地图在变每个星星
点点，青春迎面感慨万千。”陈涛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几句词的创作
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李贺的《梦天》，
从李贺梦游月宫看人世的想象，开
启了从天上看人间的独特视角：利用
航拍的俯视角度来表现身边变化的

快速。
“‘中国时间’是整首歌曲的中心

点，既是全曲的最高音，也占据着结构
上最重要的位置。”王备表示，“中国时
间”四个字构成了这首歌的最佳记忆
点，他在作曲时抓住这个中心点，把歌
词的精彩创意用音乐的形式有力地烘
托出来。

“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了许多翻
天覆地的变化和激动人心的故事，这种
40年来奋力拼搏的时代节奏，一直激
励着我们向前。”陈涛认为，这首歌的核
心意义在于，我们创造了独特的“中国
时间”，同时，我们也在创造属于中国的
新时代。

《中国时间》给前进者力量
本报记者 王丽

第六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系列报道⑦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记
者 陈键兴）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25日表示，所谓“奥运正名公投”案

遭到挫败，说明拿台湾运动员的利
益做赌注不得人心，搞“台独”注定
失败。

国台办发言人：所谓“奥运正名公投”不得人心

在民进党当局支持纵容下，岛内
极少数“台独”势力操弄所谓“东京奥
运正名公投”案，24日未获通过。一
出荒谬绝伦的闹剧，终被民意挫败，
再次充分证明“台独”不得人心，任何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制造“台独”分裂
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

多年来，“公投”一直是民进党和
“台独”势力用以绑架民意、推动“台
独”、挑衅大陆、骗取政治私利的工
具。陈水扁执政时期两次强推“公
投”，均被台湾民意否定。民进党再
次上台后，借在立法机构的席次优
势，修法大幅降低公投门槛在先，纵
容操作所谓“奥运正名公投”于后。
绿营把持的台选务主管机构秉承“上
意”精心“护航”，涉“独”公投的“新版
续集”粉墨登场。

尽管选题变换但本质未改，所谓
“奥运正名公投”论“演技”则更加低
劣不堪。“台独”势力全然不顾台湾同
胞的强烈谴责和国际体育组织的坚
决反对，丝毫不加掩饰地在国际体育
领域推动“一中一台”，挑战一个中国
原则。这种为求政治私利而不惜扼
杀台湾选手运动生命、牺牲台湾同胞
权益的政治诈骗行为，自然会遭到台
湾民意的坚决反对。

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基
础，也是国际社会的准则。国际奥委
会等国际体育组织对台湾地区参加
国际体育赛事有明确规定。体现一
个中国原则的“奥运模式”，是国际体
育组织和两岸体育界人士共同遵循
的原则，让两岸运动健儿可以共同参
加各类国际赛事，两岸同胞可以为中

华儿女的优异表现一同喝彩。
所谓“奥运正名公投”成案后，台

湾主流舆论和社会各界包括体育界
人士纷纷表示强烈谴责，许多运动员
公开站出来发声，发出“我要参加奥
运会”“政治不要介入体育”的强烈诉
求。国际奥委会也多次致函中华台
北奥委会，提出严正警示。然而，民
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明知不可为
却仍一意孤行，足见其无视国际规
则、以政党利益凌驾于民众利益、以

民粹手段行政治骗术的真实面目。
如今，这出政治骗局阴谋被看穿，

台湾民意再一次用实际行动击碎了“台
独”迷梦，更向台湾岛内的当权者发出
了明确的告诫。自古以来民心不可违，
奉劝民进党诸公切勿一再逆民意而动、
逆潮流而动。倘不思悔改、不吸取教
训，在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台湾同胞利
益的路上一条道跑到黑，定会遭到民
意更为严厉的惩罚，被历史彻底否定。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台独”图谋不得人心注定失败
——评“东京奥运正名公投”闹剧收场

新华社记者 石龙洪 陈键兴

本报讯 （记者 张莎）一条围
巾、一双手套、一件毛衣也许在城里
老人和孩子眼里不算什么，可在寒冷
山区的农村老人和留守儿童眼里，可
以在风雪中和上学路上不再寒冷。
温暖山城的“冬日针爱”又来了！重
庆日报记者11月25日从市文明办获
悉，按照市文明委工作部署，市委宣
传部、市文明办、市教委、团市委、市
妇联、市关工委等单位将联合开展重
庆市第六届红樱桃“冬日针爱”志愿
行动，为贫困家庭学生、留守儿童和
孤寡老人特别是18个深度贫困乡镇
的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送去慰问和

温暖。
今年“冬日针爱”活动的主题为：

针情相伴、暖心暖行。从11月至明
年1月，全市将开展三个主题活动。

一是组织编织。各区县将广泛
开展“爱心募捐”“千店义卖行大善”
等各种形式的爱心活动，利用线上线
下多种方式，动员爱心企业、单位等
捐赠善款购买毛线。积极招募编织

志愿者，组织开展冬日针爱编织活
动，为贫困家庭学生、留守儿童编织
帽子、围巾、手套，为孤寡老人编织帽
子、毛衣。根据市文明办部署，渝中
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
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
南区、长寿区、江津区、合川区、永川
区、大足区对口捐赠14个国家级贫
困区县。

二是寻找最美编织志愿者。
我市将继续开展点赞最美编织志
愿者活动，发动群众寻找编织技法
优异、编织捐赠数量较多、示范带
动作用发挥好、有感人事迹的编织
志愿者，推荐出2018年重庆市第六
届红樱桃“冬日针爱”志愿行动最美
编织志愿者100名和优秀组织单位
20个。

三是对接捐赠。明年1月，市文
明办将组织参与捐赠的区县将编织
好的爱心织物赠送到对口的14个贫
困区县，发放给贫困乡镇特别是深度
贫困乡镇的学生和孤寡老人。

针情相伴 暖心暖行
第六届红樱桃“冬日针爱”志愿行动启动

11月25日下午，江北北仓图书
馆。

作为第二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
设论坛暨第六届爱故乡大会延伸活
动之一的“重庆爱故乡沙龙”的三位
女讲授和她们讲述的故事，吸引了众
多参与者。

她们讲了一个主题：如何用知识
反哺故乡，参与乡村建设。

三位女性分别是清华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赵月枝、中国农
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何慧
丽、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院长黄灯。她们均是出生于乡村的
高校女教授。

故乡让“烧饼教授”找
到学术旅程新的出发点

“我出生于浙江缙云县一个农民
家庭，是地地道道的缙云女儿。因为
老是帮家乡推广叫卖缙云烧饼，所以
大家都叫我‘烧饼教授’。”11月25日
的沙龙活动上，赵月枝一开口就特别
朴实。

出生于上世纪 60年代的赵月
枝，在1980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
中国传媒大学）。乡音不改，桑梓情
深，作为从缙云山村里飞出去的“金
凤凰”，家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一直深深地烙在赵月枝的心里。在
她看来，作为千年古县的缙云农耕文
化深厚，是进行中国乡土研究很好的
阵地。

2014年，赵月枝牵头创办了缙
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以此为平台，
赵月枝让不少科研项目和乡土文化
建设活动陆续开展起来。她带领团
队完成了15万多字的缙云烧饼产业
发展研究报告；在缙云成功举办了四
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
学术周活动……各种接地气的乡土
文化研究，让赵月枝找到了自己学术
旅程新的出发点。

赵月枝说，推进社会各界加强对
乡村建设深入的理解并参与乡村建
设，是自己作为缙云女儿的责任。

“卖大米的教授”回乡
培养人才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副院长何慧丽，则被媒体称为“卖大
米的教授”。

“地图上密密麻麻的乡村，众星
拱月般散落在城市周边，二者的距离
看似很近，实际上却很遥远。”何慧丽
出生于秦岭北麓一个普通的小村
子——河南省灵宝市焦村镇罗家村。

12年前，到河南省兰考县挂职副
县长的何慧丽因帮农民合作社叫卖
无公害大米而走红网络。其后，她在
兰考进行的一系列乡村建设实验也
引起公众注意。

5年前，何慧丽回到了自己的出
生地罗家村，以罗家村闺女的名义对

这个村庄展开改造。
在这个闭塞的小山村，何慧丽

将一座废弃的乡村学校改造成书
院。以弘农书院为平台，何慧丽联
合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和爱故
乡河南工作站等力量，以培养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为主，从
事促进返乡青年创业、复兴乡村优
秀传统文化、推动生态农业等工
作。书院成立5年来，不仅为罗家村
及周边村庄培养了一批新型农民，
还成立了几个综合性经济合作社和
几个养老服务中心，培养新时代的

“新农人”。
“任何一种知识都是有源头的，

是有其时代使命和社会土壤的。只
有根植于本土和实践的学术，才不会
空洞，才有长久的生命力。知识返乡
是时代使命，爱故乡的背后是社会土
壤滋养。”何慧丽质朴的话语引得现
场阵阵掌声。

用写作引起更多人对
乡村的关注

出生于湖南省汨罗市凤形村、老
公来自湖北省孝感市丰三村的黄灯，
则因2016年所写的《一个农村儿媳眼
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发全国关
注。这篇文章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
角，从湖北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的内部
深挖开去，犹如纪录片一般，将家中三
代人近十年来的命运变迁展现在公众
眼前，呈现一个农村家庭的生存境况。

在这篇文章产生巨大影响后，黄灯
在多年调研基础上，又写出了《大地上
的亲人》一书。这本书是黄灯多年来
对乡村持续关注的一次集中表达，其对
熟悉的故乡、外公外婆生活的隘口村、
丈夫出生的丰三村都进行了详细描
述，从城乡二元结构、留守儿童、乡村医
疗等多维度呈现了乡村的复杂面貌。

“在这本书里，我写了3个村庄
里的亲人的经历，大抵是他们如何远
离传统的乡村生活、如何在城市中谋
求生存的故事。”沙龙活动上，黄灯动
情地说，自己的亲人是最普通的村
民，他们的命运也是最普通农民的命
运，这种最普通的东西也最有代表
性，“我希望用自己的写作，引起更多
人对乡村的关注，用自己的力量改变
自己的故乡。”

此次活动的组织者重庆大学文
学与文化中心主任潘家恩表示，在重
庆，也有不少个人（团体）致力于各种
形式的乡村建设和爱故乡活动，此次
邀请3位女教授分享她们的故事，正
是希望倡导更多的人加入爱故乡活
动，为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3位高校女教授来渝讲述——

如何用知识反哺故乡
本报记者 李星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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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綦江市民在河边晒太阳，初冬的阳光
让人暖意融融。 通讯员 夏昌铭 摄晒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