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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太原9月18日电 （记
者 王皓 杨晨光）山西吕梁自古就
是英雄辈出的热土。位于吕梁市柳
林县西南的贺昌烈士陵园里，一座纪
念碑无声地诉说着英雄的历史。

贺昌，1906年生，山西省离石县
柳林镇（今柳林县）人。1919年，13
岁的贺昌写下《壮志歌》——“扛罢笔
杆再扛枪，经文纬武干一场。颈血常
思敌国溅，寸心久欲报家邦。”

1921年 5月，贺昌与高君宇等
共同创建了山西第一个社会主义青
年团组织，后任青年团太原地方执委
会书记。1923年贺昌转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夏入上海大学学习。他先后
在太原、安源、北京、天津、上海等地
从事青年和工人运动，被选为共青团
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他随后参与
组织发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
中共江浙区委负责人之一。

1926年1月，贺昌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共产主
义青年团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大会。

1927年 7月中旬，贺昌被指定
为中共前敌军委委员，8月参加南昌
起义，后又参加广州起义的组织准备
工作。1928年，贺昌参与重建中共
湖南省委，选派干部，输送物资，支援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曾被
选为中共第五、第六届中央委员。

1929年夏，贺昌任中共广东省
委书记，主管两广及湖南等地党的工
作，协助邓小平策划了百色起义。

1930年春，贺昌任中共中央北方局
书记。他曾组织唐山兵变和多次武
装暴动，均因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
据地，在强敌进攻下失败。次年贺昌
到中央苏区，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代主
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代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
参加南雄水口等战役和中央苏区反

“围剿”。他重视部队党的建设和政
治教育，曾协助王稼祥主持召开红军
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
贺昌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
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
主任。为掩护主力转移，他曾亲率一
支部队抗击敌人，右腿负伤，仍坚持
指挥。后遭敌大举围攻，形势危急，
贺昌鼓励大家：“不仅要当胜利时的
英雄，也要当困难时的英雄，真正的
英雄是在困难中考验出来的。”

1935年3月贺昌率部向粤赣边
突围，10日在江西会昌与国民党军
作战中英勇牺牲，年仅29岁。

红军高级指挥员贺昌 经文纬武报家邦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记者 罗
沙）记者18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
法近日发布《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工 作 规 划
（2018－2023）》。其中提出，要在司法解
释中大力弘扬正义、友善、互助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和道德要求，适时出台防卫过
当的认定标准、处罚原则和见义勇为相关
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鼓励正当防卫，保
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据悉，该规划作为今后五年最高人

民法院司法解释立项修改废止的指导意
见，旨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统一裁判标准和裁判尺度，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

根据这份规划，最高法还将修订完善
有关名誉权、荣誉权司法解释，加强对英
雄烈士名誉权、荣誉权案件纠纷的指导力
度；修订完善婚姻、家庭纠纷等司法解释，
进一步优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加
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预防和惩治校

园暴力等现象；修订完善劳动争议案件司
法解释，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
企业生存发展。

规划同时提出，要进一步完善产权司
法保护制度，及时出台审理个人信息权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进一步
修订完善合同法司法解释，修订完善生产
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
罪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尽快出台关于
防范惩治虚假诉讼的司法解释。

规划同时要求，要修订完善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涉农案件、房地
产纠纷案件、金融纠纷案件、知识产权纠
纷、环境资源纠纷案件等司法解释，大力
弘扬富强、开放、创新、绿色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和发展理念。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表示，最
高法近期将启动对现行生效司法解释的
集中清理工作，主要针对其中不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个别条文，及时根
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进行修改
和完善。

最高法将适时出台防卫过当认定标准
鼓励正当防卫，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我们是第
一次参与专门针对农业、农民的大型摄影
活动，所以摄影家们积极性都特别高！”9
月1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多个区县了解
到，自9月17日本报与重庆市摄影家协
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金镜

头”摄影大赛正式启动以来，各地摄影家
协会以及摄影家、摄影爱好者们都已摩拳
擦掌，为迎接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积极
行动起来了。

作为我市“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会
场，梁平区18日已召集当地摄影家协会
的骨干，对整个丰收节的拍摄活动进行了
集中讨论，并定下了柚子、竹、鱼3项拍摄
重点。“我们区是农业大区，也是本届丰收
节的主会场，本次摄影比赛能够充分展示
我区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亮点，提振全区
人民对乡村振兴的信心，调动起广大农民
创造美好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我们接

下来将进一步细化活动方案，帮助摄影家
们自由地进行创作，呈现出具有梁平特色
的丰收场景。”梁平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

“我区今日启动了‘丰收中国 一江
津彩’摄影比赛，50多名摄影师已经报
名。届时，我们将把其中的优秀作品拿去
参加‘金镜头’摄影比赛。”江津区委宣传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丰收节当天，该区将
结合龙眼采摘节，举办采摘、抓泥鳅、摸
鱼、捉土鸡等一系列农事体验活动，预计
到时将有200余名摄影家深入各个乡镇
捕捉丰收的生动场景，“这次活动非常有

意义，我们希望借助本次摄影比赛在庆祝
丰收，提高我区农产品知名度的同时，反
映目前农民们在物质、精神方面的一些
变化，展现当下他们的精气神。我们也
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摄影家们顺利完
成拍摄。”

合川区摄影家协会主席罗明均表示，
该协会目前已有四五十名摄影家报名参
加了“金镜头”摄影比赛。“我们接下来将
组织摄影家们围绕当下拔萝卜、采藕、挖
红薯、晒玉米等农事活动开展集体创作，
争取拍出优秀作品来参赛。”罗明均说。

18日，丰都摄影家协会的摄影师陈
勇看到本报刊登的征稿启事后，更是第一
时间发了朋友圈，表示这是下半年我市的
一项重要摄影赛事，他要深入到农村去，
到有劳动场景的地方去，用相机拍摄当地
龙眼成熟以及晒谷子、辣椒、玉米的场景，
为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留影。

迎金秋 晒丰收

首届丰收节“金镜头”摄影大赛报名踊跃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全市普通
高中学生要开展生涯规划教育。9月18
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市教委印发了《关
于开展普通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全市高中学
生生涯规划教育内容围绕生涯发展观、自
我认知、学涯规划和职业探索四大模块展
开。

《通知》要求，首先要对高中学生进
行生涯发展观教育，引导他们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建立个人发展与
社会和谐发展的生涯发展观。其次，要
对高中学生进行自我认知教育，指导学
生正确认识自我、悦纳自我，准确定位自
身角色，选择适合人生发展方向。第三，
进行学涯规划教育，指导学生对自身学
业与能力水平做出正确评估，做好未来
专业选择与职业发展的必要准备。第
四，进行职业探索教育，指导学生了解学
科专业与社会职业等相关常识，建立职

业倾向、培养职业兴趣，为高考志愿填报
提供决策依据。

“要坚持专门课程、活动课程与学科
融合课程相结合。”市教委相关负责人
称，生涯规划教育要在全市高一、高二、
高三各年级实施，高中三年不少于4学
分，其中专门课程不少于1学分，课时由
学校在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总课时中统
筹安排。

各学校要利用主题班会、校园广播、

校内杂志、校园模拟招聘、演讲比赛、辩论
赛、叙事分享等多途径开展生涯教育。大
力推进家校共育，通过家长委员会等多种
方式邀请不同职业背景的家长或校友走
进课堂，介绍相关职业发展情况。积极拓
展校外渠道，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职业体
验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职业
认知。

《通知》还要求高中学校要依托综合
素质评价系统为每名学生建立成长日
志，教师可登录教育部高校招生阳光工
程指导平台“阳光高考”（http：//gao-
kao.chsi.com.cn）兴趣及能力与专业职
业频道或借助科学诊断工具、测量量表，
对学生发展进行诊断评估，了解学生职业
发展倾向。

重庆普通高中学生将开展生涯规划教育
围绕生涯发展观、自我认知、学涯规划和职业探索展开

新华社首尔 9 月 18 日电 （记者 陆
睿 耿学鹏）正在朝鲜首都平壤访问的韩
国总统文在寅18日下午与朝鲜国务委员会
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据韩国媒体报道，当天下午的会谈在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部大楼举行，持
续约2小时。金正恩在开场白中向文在寅
表示感谢。他说，目前北南关系、朝美关系
都有改善，可以预见，周边地区局势将更加
稳定并取得新的进展。

文在寅说，板门店之春如今变成了平

壤之秋，他对金正恩委员长有意开创新时
代的决断表达了谢意。“我们感受到肩负的
责任很重，全世界都关注着这次会晤，希望
让全世界人民都能看到和平繁荣的果实，”
他说。

韩方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溶、
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薰、朝方朝鲜劳动党中
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朝鲜劳动党中
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与正参加会谈。

文在寅18日上午乘专机抵达朝鲜首都
平壤，金正恩到机场迎接。这是两位领导
人今年以来的第三次会晤，双方将主要商
讨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半岛无核化进程和
重启陷入僵局的朝美对话等共同关心的问
题。19日，两位领导人将继续举行会谈。

本报讯 （记者 张莎）“从来没
有给爸妈写过信，我想他们收到我的
贺卡应该会很惊喜很意外吧！”9月
18日，重庆渝北区空港保税港区生
活区内，23岁的河南小伙子朱明彪
在社区工作人员处领到一张精美的
中秋贺卡，写上满满的祝福。

渝北区王家街道观月路社区党
支部书记蒋智慧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观月路社区是一个很特殊的社区，没
有户籍人口，3万多居民全为流入人口，
都是在空港保税港区务工的年轻人。

“他们远离家乡，为实现梦想而
努力创业奋斗，大部分中秋节无暇回
家与父母家人团聚。”蒋智慧说，社区
因此组织了“中秋寄语”活动，提供信
封、贺卡、快递费，将一张张溢满祝福
的贺卡寄往年轻人的家乡，让远方的
亲人们“见字”心安。

见字如面 传递真情

社区为务工青年快递中秋祝福

据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记
者 史竞男）国务院督查组高度重视

“北京开往武汉高铁供应盒饭发霉”
一事。连日来，国务院第五督查组先
后到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12306
客户服务中心、北京西站等地进行实
地督查，并与铁路总公司部门负责人
进行座谈，力促问题解决。

9月8日G505次列车上，有旅
客发现其购买的常温链盒饭霉变，食
用后导致上吐下泻。该霉变盒饭由
上海新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广州动
车餐饮有限公司采购并销售给旅客。

17日，督查组与铁路总公司进
行了部门座谈。国务院第五督查组

副组长吴圣光指出，高铁已成为人们
重要的出行工具，高铁盒饭问题备受
社会关注。此次国务院大督查就是
瞄准了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堵点、梗阻和瓶颈问题，督促有
关部门举一反三、立行立改，加快完
善政策措施，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据铁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透露，
由于常温链盒饭储运时间长，易发生
包装容器破损造成霉变等影响食品安
全的问题，自今年9月29日起，全国铁
路将停止使用常温链盒饭。下一步，
将完善相关机制，强化全链条管控，确
保铁路餐饮和食品安全；同时，丰富冷
链盒餐供应，不断提升餐饮质量。

国务院督查组高度关注“高铁盒饭霉变”事件
常温链盒饭将停止使用

税务部门发文全力破解企业“注销难”梗阻
➡国家税务总局18日发文，提出下大力气优化企业税务注销程序，推出

清税证明免办、优化税务注销即办、简并办理流程和减少报送资料等服务，旨
在破解企业注销难题，切实方便纳税人办税。 （据新华社）

美国艺术家柏睿安个展亮相两江新区轻艺术空间
➡9月1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了解到，近日美国青年艺术家柏睿

安在两江新区轻艺术空间举办个展《爱莲说》，展出25幅以莲花、莲藕、小龙虾
等中国元素为创作素材的艺术作品，吸引众多市民前去参观赏析。本次展览
将免费开放至10月31日。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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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与金正恩在平壤举行会谈
双方今年之内第三次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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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9月18日，参加撞钟鸣
警仪式的学生代表发言。

当日是“九一八”事变 87 周
年纪念日。勿忘“九一八”撞钟鸣
警仪式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

图②：9月18日，在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
观者在防空警报鸣响时肃立默
哀。

当日，江苏全省拉响防空警
报，以此缅怀遇难同胞，祈愿世界
和平。

新华社记者 孙参 摄

勿忘国耻
爱我中华

图③：9月18日，邯郸市邯山
区实验小学学生在晋冀鲁豫烈士
陵园左权将军纪念馆参观。

当日，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
实验小学组织学生来到晋冀鲁豫
烈士陵园参观，引导学生铭记历
史、缅怀先烈。

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

◀9 月 18 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右）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平壤会晤。

新华社发

叙防空导弹误击俄侦察机
➡俄罗斯国防部18日说，俄罗斯一架军用侦察机当天在地中海上空被叙

利亚军队防空导弹击中。俄方说，以色列战机以这架侦察机为“挡箭牌”对叙
方发动空袭，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颜安）9月16
日晚，重庆“国瑞·青扬”少年国乐团
在南岸区成立，这是我市首个市级青
少年国乐团，旨在传承弘扬中华传统
民族音乐文化。该乐团为40多人中
型民族乐团专业建制，将在全市范围
内招募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中小学
生入团训练，为热爱民族音乐的青少
年儿童提供实现音乐梦想的舞台。

当日晚，国乐团的首批优秀团员
联袂重庆市珊瑚中学阮咸国乐团学
员在施光南大剧院为观众演奏了民
乐合奏曲。随后，国乐团的艺术指导
单位——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国印
象”演奏家小组一行举行了“乐韵江
南”民族音乐会，为现场观众带来了
《康定情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游击

队之歌》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曲目。
据介绍，“国瑞·青扬”少年国乐团

的团长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团长、著
名扬琴演奏家张高翔，我国著名指挥
家张列为国乐团客座指挥。在今后的
培训和建设中，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将
不定期来渝，为国乐团提供艺术指导。

此外，国乐团还专门制定了关爱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及留守儿童的优
秀民乐人才发展计划，将定期到进城
务工人员子女及留守儿童较多的学
校开展公益培训和训练，为孩子们赠
送乐器，进行公益培训，每年寒暑期
还将邀请这些孩子参与少年国乐团
的学习和排练，与乐团学员一起上台
演出，为他们提供实现音乐梦想的地
方舞台。

重庆首个市级青少年国乐团在南岸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