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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 邱冰清）
江苏省常州市清凉路上，坐落着一座
老式居民建筑，这就是英烈张太雷纪
念馆。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1898年 6
月生，江苏武进人。1915年考入北
京大学，同年冬转入天津北洋大学
（现天津大学）法科学习。因立志化
作“惊雷”，冲散阴霾，改造旧社会，后
将名字改为张太雷以铭志。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张
太雷积极投身其中，与李大钊建立了
联系。在李大钊影响下，张太雷开始
接触和信仰马克思主义。1920年
10月，张太雷和邓中夏等一起加入
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北京的中国共产
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
党员之一。

此后，他与邓中夏一起积极开展
工人运动，到长辛店组建劳动补习学
校，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
批骨干。从1921年春开始，张太雷
先后赴苏联工作、学习，任共产国际
远东处中国科书记，并多次陪同共产
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会见李大钊、陈
独秀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
动。

1924年春，张太雷按党的要求
回国，担任团中央总书记，出席党的
四大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
时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宣传部长
等职。

1927年4月至5月，张太雷出席
中共五大，尖锐地批评陈独秀右倾错

误；7月中共中央改组，任中央临时
政治局五名常委之一；八七会议后，
被派往广东工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
书记兼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中央南方
局书记兼南方局军委委员。

张太雷一到广东，发起组建了广
州起义指挥机构——革命军事委员
会，担任委员长。正当准备工作紧张
进行时，起义消息泄露。张太雷当机
立断，广州起义的枪声于1927年12
月11日凌晨提前打响。在张太雷主
持下，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并任代
理主席、人民海陆军委员。

12月12日，广州起义的第二天，
敌军攻占了起义军的重要阵地，并分
兵直扑起义军总指挥部。张太雷闻
讯，立即乘车赶赴前线指挥战斗。车
在行驶中遭到敌人伏击，张太雷身中
三弹倒在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中，壮
烈牺牲。

张太雷：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

据新华社电 （记者 吴文诩
张海磊）在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仲
权镇竹元村，一座川南民居诉说着一
段尘封的往事。秋收起义总指挥卢
德铭烈士当年就出生在这里，至今仍
有不少人前来寻觅英雄的足迹。

卢德铭，字邦鼎，又名继雄，
1905年6月9日出生。少年时期受
五四运动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
义。1924年2月，卢德铭持李筱亭
（同盟会会员，孙中山秘书）的信函拜
见孙中山，经孙中山面试、推荐，被黄
埔军校破格录取。在黄埔军校学习
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2月，卢德铭参加讨伐军
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任学生军侦察
队长。1925年11月，调国民革命军
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任第二营第四连
连长。在平江、汀驷桥、贺胜桥等战
斗中，卢德铭指挥果断，身先士卒，屡
建战功。攻克武昌后，独立团改编为
第73团，卢德铭任参谋长。

1927年 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
方面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警卫团，卢
德铭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担任团
长。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
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
枪。8月2日，他率部开赴江西，未赶

上南昌起义，遂转移到江西修水与平
江、浏阳农军会合。

9月，卢德铭率警卫团参加毛泽
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
革命军第1军第1师总指挥、中共湖
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委员。起义受挫
后，在9月19日的文家市前委会议
上，卢德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决定部队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

9月25日拂晓，起义军从芦溪出
发南进。当行进到山口岩时，后卫第
3团遭到敌军伏击。在这场恶战中，
卢德铭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
仅22岁。

卢德铭：秋收起义铸丰碑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记
者 杨铌紫 龙丹梅 罗静雯）5月13
日母亲节前夕，我市各界举行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为母亲送上暖心关爱。

“母亲邮包”带来温暖关爱

5月11日，重庆市“母亲节暖心关
爱”母亲邮包发放仪式在酉阳举行。

酉阳县桃花源街道城北社区11组
的贫困妇女蒋凡珍，捧着刚领到的“母亲
邮包”激动地说，这是她在母亲节第一次
收到礼物。13年前，她检查出罹患乳腺
癌，蒋凡珍说，她一定会把这份爱和温情
传递给周围的姐妹，鼓起生活的信心和
勇气，勇敢和病魔斗争，创造美好生活。

据了解，“母亲邮包”是由全国妇联
主办，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具体承办的
大型公益项目，通过发动社会各界实行

“一对一”认购捐助，选取床上用品、收音
机、雨衣、健康知识手册等农村妇女的日
常生活用品，以“母亲邮包”的形式送到
贫困母亲手中。

我市自2013年开展该项目以来，全
市各级妇联发出倡议书50余万份，接受
社会各界捐赠善款460万元，向全市30
多个区县发放母亲邮包4.1万余个，惠
及4万余名贫困母亲及家庭。今年，市
妇联联合中国妇基会为酉阳县750名贫
困母亲争取到了蚂蚁金服爱心用户捐赠
的价值22.5万元的“母亲邮包”，并于母
亲节期间将这些邮包作为节日礼物送到
贫困母亲手中，给她们带去关心和节日
问候，鼓励她们战胜困难、自立自强。

手工制作康乃馨送妈妈

5月11日，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新
工社区举办母亲节活动，邀请辖区60余
名小朋友和爸爸一起制作一束康乃馨，
送给自己亲爱的妈妈。

活动中，志愿者为大家分发制作康
乃馨的材料，接着一边讲解一边示范制
作过程。康乃馨制作完成后，小朋友们
和爸爸们还在社区舞台一旁的张贴墙上
写下对母亲的祝福和感恩之情。

幼儿拥抱大肚皮妈妈

在母亲节前夕，市妇幼保健院举办
了“亲子体验”活动，让10个二孩家庭通
过一系列游戏，传递亲子之间的依恋。

“加油加油！”5月11日，在市妇幼

保健院孕妇学校内，六名“大肚皮”正在
为自家的宝宝加油，孩子利用两片指压
板，在音乐中交替前进，最终来到妈妈面
前，与妈妈以来一个幸福的拥抱和一个
甜蜜的吻。

据了解，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
施，很多二胎妈妈要学习如何让大宝接
纳二宝的方法。市妇幼保健院儿保科
早教老师钟鹏说，家长可以多花些时间
陪宝宝一起阅读绘本，引导孩子感受亲
情，让他感受到即将出世的弟弟妹妹会

是他的好伙伴，陪他一起长大，能一起
分享欢乐。

孩子扮孕妇体验妈妈怀胎之苦

挺着大肚子做家务是什么样的感
受？5月12日，江北区寸滩街道的小朋
友们穿上特制的服装，扮作孕妇和父母
一起做游戏，用互换角色的方式来体验
妈妈怀胎十月的艰辛。

7岁的宋思沅小朋友将安全帽绑在

肚子上，挺着“孕肚”做游戏。他发现“大
腹便便”弯腰、走路都要特别小心，一会
儿就觉得累了，大呼“姿势太难受”。解
下“束缚”后的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没
想到妈妈怀孕这么辛苦，现在我更加爱
我的妈妈了！”

江北区寸滩街道妇联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母亲节举办“互换角色”活动是为
了让孩子体验母爱的伟大，学会感恩。
接下来，该街道还将开展寻找“最美家
庭”活动。

750名贫困母亲收到“母亲邮包”
我市各界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母亲送上暖心的关爱

聚 焦 母 亲 节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在山
高坡陡的重庆，山洪灾害一直是汛
期的“心腹之患”。在第十个防灾减
灾日来临之际，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在石柱县三河镇开展主题为“行动
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防汛抗
旱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用浅显
易懂的小读本教山区孩子如何防范
山洪灾害。

三河镇位于龙河和蚕溪河交汇

处，因地处山区、地势低洼，夏季一旦
山洪爆发，便易出现洪灾。为了让当
地居民和孩子们都能知道洪灾避险
自救知识，市防指准备了《山洪灾害
防御知识读本》、《重庆防汛减灾公益
宣传手册》等图文并茂的防汛抗旱宣
传图书，详细为大家讲解洪水围困时
怎样转移自救、山洪灾害易发区注意
事项等防汛减灾知识和自救互救基
本技能，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洪水围困时该怎样自救

市防指向山区孩子发放“避灾指南”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5
月 12日，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
天，我市大部都将持续好天气，最高
温度将冲到35℃。

据市气象台预计，下周一，全市

最高气温将飙升至35℃，或将迎来
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但在我市东南
部及长江沿线以北地区又将有雷雨
来袭，部分地区可达中雨，其余地区
以多云天气为主，局地有分散阵雨。

好天气继续 下周最高35℃

本报讯 （记者 周松）5月12日，
记者从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了解到，近日
我市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非法制售假
发票案，该案涉及全国31个省市，制售
假发票达400余万份。

据办案民警介绍，通过街面散发的
一张“代开发票”名片为线索，他们顺藤
摸瓜发现了以尤某、周某为首的制售假
发票犯罪团伙。

随后，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指导云阳县
经侦大队立即开始立案调查，先后打掉了
三个制售假发票窝点，抓获尤某、周某等
嫌疑人4名。“经过调查发现，这是一个涉
及全国的特大制售假发票犯罪网络。”民
警告诉记者，通过各种信息顺藤摸瓜，他
们随后又发现了位于广东省一工业园区
的一个印制假发票工厂。

调查发现，近年来，犯罪嫌疑人杨

某、任某经多次谋划后合伙在广东省一
工业园区租用厂房开设印制假发票工
厂。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该犯罪团伙内
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主要由任某招
揽犯罪嫌疑人周某、弯某等人参与印制
假发票，杨某招揽犯罪嫌疑人胡某、王
某、郭某参与销售、印制假发票。而一开
始被警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尤某、周某
就是负责在重庆各区县散发“代开发票”
名片进行宣传，并按照购票人要求对假

发票进行第二次加工后出售，并按票面
金额0.5%至2%不等的费率向购票人收
取手续费，非法获利400余万元，加工后
的发票金额累计6亿余元。

摸清相关情况后，市公安局向公安
部汇报，引起公安部高度重视，2017年9
月13日，公安部指挥重庆、广东、江西、
江苏、浙江五个省市开展统一收网，一举
捣毁制售假发票窝点3个，存储窝点20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68名，查获涉及全
国31个省市的假发票260余万份，查扣
大批印刷机器设备、假发票胶片模板。
截至案发，该印刷假发票工厂已印刷40
余类空白假发票共计400余万份，在查
获该工厂时，当场发现库存的尚未销售
的假发票117万余份。

据了解，目前该案件已移送起诉。

租用厂房开设工厂印制假发票
制售假发票达400余万份，金额累计达6亿余元

本报讯 （记者 兰世秋）5月 12
日，“讲中国故事——第五届全国架上
连环画展”在重庆美术馆开幕。展览
展出了来自全国的100套共计800件
架上连环画作品，以及沈尧伊、李晨、
董克诚、侯国良、査家伍等中国连环画
领域重量级艺术家的代表作。值得一
提的是，展出作品还包括12套共计96
件重庆艺术家创作的作品。

12套重庆艺术家创作
的作品入选

“架上连环画”是中国美协连环画艺
委会经过10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
在传统绘画模式与当代审美需求之间找
到切入点，最终打磨出的当代连环画的
全新面貌。

本次展览是“架上连环画”首次以学
术品牌展的规格进行全国征稿，共征集
到参展作品876套共计7008件，参展作
品围绕“讲中国故事”这一主题，取材广
泛，手法多样，不但充分发挥了连环画在
叙事上的优势，也展现了其作为架上绘
画在艺术语言上的表现力与开放性。

今年4月10日，展览的复评工作会
在重庆市文艺家活动中心举行。最终，
100套800件作品脱颖而出，正式入选
本次展览。

评选中，重庆架上连环画获得大丰
收，《战火下的迁徙》《大足石刻传说故事

——倒塔的传说》等12套重庆艺术家创
作的作品榜上有名，入选作品数量名列
前茅。

表现改革开放40年来
重庆的飞速发展

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1938年中央
大学农学院畜牧场迁徙重庆的坎坷历

程、重庆人会说不会写的那些字……
重庆日报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12

套重庆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
表现了重庆的历史文化、人文风情、城市
变迁。

其中，有两件作品都关注了世界文
化遗产——大足石刻。郭宜和周颖创作
了《大足石刻传说故事——倒塔的传
说》，马开峰、李英武一起创作了《大足石

刻之宝顶梵音》。
余都创作的《临江通远·山城腾飞》

则通过新老重庆的变化、新老故事的交
替，表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重庆的飞速
发展。在他的作品中，其中一件背景是
今天繁华的解放碑，画面正中是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解放碑；另一件的画面背
后是飞驰而过的轻轨，前方是建于
1953年的两路口缆车……城市新旧的
对比，也勾起了现场市民的回忆，40多
岁的陈先生就指着画面中的两路口缆
车说：“我小时候坐火车去成都，就要先
从两路口坐这个缆车到菜园坝。”

75岁老艺术家曾五次
重走长征路

此次展览还特别邀了沈尧伊、李晨、
董克诚、侯国良、査家伍等中国连环画领
域顶尖艺术家的代表之作参展。重庆市
美协主席庞茂琨表示，他们以各自不同
的切入点，以富于时代气息的艺术语言
和表现方式，展现了架上连环画独特的
美学价值。

其中，75岁的沈尧伊从1975年至
今已经5次独自重走长征路，创作了大
型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大型油画《遵
义会议》等代表作品。其中，《地球的红
飘带》荣获第七届全国美术展览金奖、第
四届全国连环画一等奖等诸多奖项，是
当代中国连环画史上的经典之作。

此次展览中，沈尧伊带来了架上连
环画《邮局》，《邮局》是其作品《远去的马
蹄声》的续集，讲述了贺龙的孩子贺捷生
从2岁至10岁的经历。

据此，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5月 26
日，免费对公众开放。接下来，展览将在
泉州、武汉、绍兴、天津、北京等地巡展。

重量级艺术家的连环画在渝亮相
“讲中国故事——第五届全国架上连环画展”在重庆美术馆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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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讲中国故事”第五届全国架上连环画展在重庆美术馆开展。
记者 熊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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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江北区寸滩街道兰溪社区，参加母亲节活动的孩
子和母亲一起参加趣味运动会。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5月11日，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新工社区举办母亲节活
动，小朋友和爸爸一起制作一束康乃馨。记者 罗静雯 摄

新华社平壤 5 月 12 日电 （记
者 程大雨 吴强）朝中社12日援
引朝鲜外务省当天发布的公报报道
说，朝鲜北部核试验场废弃仪式预
计将于5月23日至25日间视天气情
况择机举行，此次活动将允许国际
记者团进行现场采访。

公报说，根据朝鲜劳动党七届三
中全会决议，核武器研究所等有关机
构为保障中止核试验的透明性，正就
废弃朝鲜北部核试验场制定对策。

公报说，届时将通过爆破使核
试验场所有坑道坍塌，完全封闭入
口后，再拆除地面所有观测设备、研
究所和警备部队建筑。此外还将撤
走警备人员和研究人员，并完全封
闭核试验场周边区域。

公报说，为体现本次核试验场

废弃活动的透明性，将允许朝鲜国
内媒体机构和国际记者团到现场采
访。鉴于核试验场狭小，国际记者
团成员限于来自中国、俄罗斯、美
国、英国和韩国的记者。朝方还将
采取涉及交通、住宿、通信等方面的
一系列保障措施，为国际记者团成
员的采访活动提供便利和协助。

公报还说，为维护朝鲜半岛与
世界的和平稳定，朝鲜将一如既往
地同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密切联系
并积极进行对话。

4月20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
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
定，从2018年4月21日起朝鲜将中
止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
验；为保证中止核试验的透明性，朝
鲜将废弃北部核试验场。

朝鲜宣布
将于本月下旬废弃北部核试验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