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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的灯光投射到展板，一张黑白照片，浓
密的短发，挺直的鼻梁，年轻英俊的脸庞，参观
的人群怀着崇敬的心，纷纷在青年烈士杨超的
展板前驻足。

在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每天来参观的
人群络绎不绝，青年烈士杨超的事迹，布置在第
二展厅。

杨超，1904年12月出生于河南省新县，5岁
时随家迁居江西省德安县。7岁起先后在德安
木环垄陈氏私塾和郭氏私立沈毅小学读书。杨
超出身于地主家庭，家里雇有十余个长工，对压
迫、剥削的旧社会有较多的认识，他曾在一篇日
记中写道：“中国地大物博，为何不富强，盖因未
得到改革之道，我当竭力为此奋斗。”

杨超1921年考入南昌心远中学，开始阅读
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和同学袁玉冰、黄道、方志
敏等组织革命团体“改造社”，后因积极参加“改
造社”进行的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1923 年
秋，杨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同年
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发表

《改造中国的一条道路——革命》一文，大声疾
呼无产阶级革命。随后，进入北京大学就读。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杨超在北大党组
织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结识
了革命宣传家和活动家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
女，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杨超把
入党的喜事告诉妻子李竹青，为避免暴露，以

《有感寄李竹青》为题，写了一首诗：
革命原知事意成，
书生有路请长缨。
鲲鹏却爱天涯远，
不听山阳夜笛声。
同年，杨超利用寒暑假回江西从事革命

活动，并于这一年冬组织了德安最早的一个
工会——德安柴炭工人工会。1926 年夏，党
组织派杨超回江西工作，任中共江西地方委
员会委员。12 月，中共德安县第一次党代会
选举杨超为县委书记，领导群众积极策应北
伐军进军。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中，大批共产党员被杀害。
杨超领导德安人民进行了坚决的反蒋斗争。
1927年7月21日，杨超出席中共江西省第一次
党员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委员。7月25日，他
组织召开了中共德安县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
贯彻省委精神，讨论应变策略，采取紧急措施，
从而使党的革命力量未受到严重破坏。南昌起
义之后，国民党反动当局疯狂反扑，德安陷入更
加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杨超遭到通缉，但他继
续率领德安农军开展武装斗争。

1927年10月，杨超奉党组织之命到河南开
展工作，参与组织领导革命斗争。12月 23日，
杨超出席党的武汉会议后返回江西，途中被国
民党特务发现。为了引开敌人、保护同行的战
友，杨超不幸被捕。敌人抓获杨超如获至宝，连
夜开庭审讯，对他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企图从
他的口中得到党组织的秘密。面对凶恶的敌
人，杨超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宁死不屈、忠于党
的崇高气节。敌人无计可施，于 1927年 12月
27 日残酷地将他枪杀于南昌德胜门外下沙
窝。临刑前，杨超面不改色，引吭高诵就义诗：

满天风雪满天愁，
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气在，
三年归报楚王仇。
杨超牺牲时年仅23岁，但他那坚定的革命信

念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至今仍为后世所景仰。
□ 新华社记者 李丽静

（新华社郑州5月13日电）

这是杨超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 发

新华社大连 5 月
13日电（于晓泉 侯融）
5月 13日，我国第二艘
航母从大连造船厂码头
启航，赴相关海域执行
海上试验任务，主要检
测验证动力系统等设备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据了解，自去年 4
月 26日下水以来，第二
艘航母建造工作按照
计划稳步推进，完成了
系统设备调试、舾装施
工和相关系泊试验，具
备了出海试验的技术
条件。

新华社兰州5月13日电（记者 梁军）手足口病
是一种儿童常见传染病，疾控专家近日介绍，成年人
也会感染手足口病，是病毒的传染源之一，家有小儿
的看护人也应该重视自我预防。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
长刘新凤说，20多种肠道病毒可引起手足口病，尤
其在湿热环境下，病毒繁殖能力较强。手足口病发
病人群以 5岁及以下儿童为主，这主要是由于这一
阶段的儿童免疫力低，低龄儿童发病后出现重症、死
亡的风险较高。

“所有人都可以感染这些肠道病毒，只不过成年
人免疫力较强，即使感染了也不发病，成为隐性感染
者。”刘新凤说，患者、隐性感染者和无症状带毒者都
是手足口病流行的主要传染源，因此家有小儿的成
年人同样应该加强疾病预防。

专家建议，看护人接触儿童前、替幼童更换尿
布、处理粪便后均要洗手，婴幼儿的衣被、尿布要及
时清洗、曝晒或消毒，婴幼儿使用的奶瓶、奶嘴及儿
童使用的餐具应充分清洗和消毒，还应尽量避免带
孩子去空气流通差、人群聚集的公众场所。

疾控专家：

家长也可能是手足口病传染源
应重视预防

5 月 13 日，我国第
二艘航母从大连造船
厂码头启航，赴相关海
域执行海上试验任务，
主要检测验证动力系
统等设备的可靠性和
稳定性。
新华社 发（李刚 摄）

我国第二艘航母首次出海试验我国第二艘航母首次出海试验

（上接第1版）
“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离不开群众

的‘千里眼’。”我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拓
宽监督渠道，公布举报电话、信箱、邮箱
等，及时受理群众反映党员干部大操大办
等问题的举报。

与此同时，各地也紧盯重要节点，强
化监督检查，加大对发现问题线索的核实
查处力度。

福鼎市纪委监委牵头开展移风易俗
明察暗访，共检查 17个乡镇和 23个市直
部门，走访村居 25个，现场纠正制止占道
操办丧事18起。

福安市纪委监委联合公安局、效能办
等部门，针对“带彩打牌”易发、多发的时

段和场所，开展专项督查。
……

“我市将进一步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对
党员干部大操大办和违规参加婚丧喜庆等
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宁
德市纪委监委党风室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通报曝光

念好“教育经”

“昨天晚上你看本地电视台的新闻了
吗？3个党员干部‘带彩打牌’被通报啦！”

“有啊！我还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
“这种曝光方式好啊，能给大家一个

警醒，社会风气也能好起来！”

……
日前，寿宁县的干部群众们正热议着

该县曝光的“带彩打牌”典型案例。
近段时间以来，许多细心的市民发

现，不久前还嘈杂热闹、烟雾弥漫的麻将
馆、棋牌室渐渐“门庭冷落”；婚丧嫁娶挑
吉日、择吉时、大摆宴席的行为少了；大事
必宴请，逢宴必随礼的“风俗”也淡化了。

这些变化都要得益于全市开展的移
风易俗专项整治工作。

“霞浦县北壁乡科协主席陈兴平与他
人以扑克牌‘斗地主’的形式进行赌博，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

“古田县供销社副主任张崇拱大操大
办白事酒席，违规收受礼金，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
“寿宁县麻竹坪水库管理处职工吴万

宁因参与赌博，被给予警告处分。
……
不定期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典型问

题，是宁德市纪委监委加强移风易俗专项
治理宣传教育的一项措施。

“党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党风
新。很多群众通过新闻媒体看到曝光的
多起案件，也感受到了全市开展移风易
俗整治的决心。”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
志介绍道，下一步，将继续巩固提升移风
易俗工作，既加大典型宣传，又抓好违规
查处，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和谐淳朴的社
会风气。 □ 宁纪宣

据新华社福州5月13日电（记者王成）
日前，福建武夷山市公安局旅游警察大队民
警在九曲高速路口巡查时，发现一辆疑似

“野导游”揽客的车辆，民警上前盘查，当场
查获1名“野导游”，这已是该大队自2017
年1月成立以来查获的第68名“野导游”。

“曾有一段时间，武夷山‘野导游’非
法拉客、欺骗游客、强买强卖、价格欺诈
等旅游领域违法犯罪案件时有发生。”武
夷山市公安局旅游警察大队大队长陈杰

说，大队成立后，与旅游、交通执法等部
门合作，成立联合执法、暗访督查和打击
整治等多个行动小组，促使景区治安秩
序实现由“乱”到“治”的转变。

临近夏季旅游高峰，武夷山景区内
游人如织。记者在景区看到，流动巡逻
的民警随机到餐馆、商店等人流密集处
执勤，与岗点民警形成呼应，大队还依靠
新技术手段获取的车流量、易堵路段分
布情况，灵活调整岗点，调度执勤力量，

重点开展“反扒”和“黄牛”整治工作。
“我们时常接到一些游客的紧急求

助，都是突发情况，必须快处警、快帮助，
将游客损失降至最低。”旅游警察大队民
警钟治武说。

有的旅客丢失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
物品，有的老年旅客突发身体不适，有的旅
客遭遇“店大欺客”……旅游警察大队民警
加强与涉旅企业、商户、导游等沟通交流，
强化协作，做到第一时间处置、救助。

武夷山：旅游警务撑起景区“安全伞”

5 月 11 日，
空军苏-35战机
与轰-6K战机编
队飞行。

5 月 13 日，
空军向海内外发
布宣传片《中国
空军新航迹》，展
现歼-20、苏-35、
轰-6K等多型战
机海上新航迹，
反 映 了 空 军 在

“空天一体、攻防
兼备”战略目标
引领下体系作战
能力的新提升，
彰 显 了 空 军 维
护 国 家 主 权 和
领 土 完 整 的 意
志能力。

新华社 发
（韩朝 摄）

据新华社“探索一号”5月13日电（记
者 张建松）我国自主研制的4500米载人
深潜器“深海勇士”号，13日迎来迄今年龄
最大的乘客。我国著名海洋地质学家、

“南海深部计划”指导专家组组长、82岁高
龄的汪品先院士在南海下潜，并在海底获
得重要发现。

汪品先正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探索一号”科考船上，参加

“南海深部计划”西沙深潜航次。该航次
共有来自全国14个单位的60名科考队员
参加，主要聚焦于南海西沙海域的冷泉、
沉没珊瑚礁和深海浊流三大科学主题开
展科学研究。

13日8时10分，汪品先和中国科学院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所长丁抗一起登

上了“深海勇士”号。载人深潜器在潜航
员的驾驶下，顺利抵达目标海底。他们在
海底进行了长达8个多小时的观察研究和
采样工作，最大下潜深度1410米。

16时 40分，红白相间的“深海勇士”
号顺利浮现在蔚蓝色的海面上。走出载
人舱，汪品先精神饱满，笑容满面。他介
绍说：“今天下潜的西沙海区获得了重要
发现。深潜器刚到海底，就发现了以管状
蠕虫和贻贝为主体的冷泉生物群。此后
又在玄武岩区，发现了以冷水珊瑚和海绵
为主体的特殊生物群，堪称西沙深海的

‘冷水珊瑚林’。这非常值得今后进一步
深入研究。”

“20多年来，这是我第 4次南海科考
航次，都是进行国际前沿研究。但前 3次

都乘坐外国的船，这次乘坐我国自己的
船、自主研制的载人深潜器，亲眼观察到
南海的海底，真为我国海洋科学技术发展
感到骄傲。这趟海底的旅程，真像爱丽丝
漫游仙境，我刚从仙境回来。”汪品先说。

南海是西太平洋最大边缘海，也是我
国最重要的深海区。2011年，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启动了“南海深部过程演变”研
究计划（简称“南海深部计划”）。该计划
以“构建边缘海的生命史”为主题，以海底
扩张到板块俯冲的构造演化为“骨”，以深
海沉积过程和盆地充填为“肉”，以深海生
物地球化学过程为“血”，在岩石圈、水圈
和生物圈相互作用的层面，解读南海的

“前世今生”。
“南海深部计划”执行 8年来，吸引了

全国30多个单位700多名研究人员参加，
共设立了60个研究项目，组织实施了近地
磁异常测量、主动与被动OBS观测、珊瑚
礁与海山钻、沉积作用锚系、潜标与海底
观测、三次大洋钻探、三个深潜航次等许
多重要的海上科考活动。极大地促进了
我国海洋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发展，成为整
合全国力量共同“向深海进军”的合作大
平台。

据汪品先介绍，“探索一号”西沙深潜
航次，是“南海深部计划”三个深潜航次中
的最后一个，也是 8年“科学长跑”的最后
冲刺。今年底，“南海深部计划”即将收
官，可望超额完成立项时所定的科学目
标，使南海成为全球研究程度最好的边缘
海，建立起我国在南海科学上的主导权。

“深海勇士”号迄今年龄最大乘客：

82岁汪品先院士在南海下潜获重要发现

据新华社上海5月13日电（记者 吴
振东 郭敬丹）记者从日前在上海举行
的首届“长三角民政论坛”上获悉，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民政部门将启动全面战
略合作，通过联动公共政策、衔接发展规
划、优化资源配置、共享人力资源，将四
省市民政事业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论坛上，四省市民政部门发表了有
关“推进长三角区域养老合作与发展”的
上海共识，提出将打破区域市场壁垒，促
进社会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序自
由流动，推动养老服务信息互通、信用体
系互认，推动区域内异地居住老年人养
老政策“通关”。

为此，四省市民政部门将建立健全
区域养老工作协作协商机制，通过项目
化方式，推进解决涉及长三角一体化养
老的具体问题；推动建立区域养老服务
行业联合平台，全面提升协同能力。

为便利异地养老，四省市决定以推
动异地结算为目标，研究建立养老服务
补贴异地结算机制。同时共建“敬老卡
联盟”，方便老年人共享优待和服务资
源；深化“养老顾问”，构建区域养老信息
咨询、信息发布及行业服务管理平台，推
进区域内老年人异地养老“前台畅通无
阻、后台加速对接联通”。

四省市民政部门还将统一统计口
径，以共建养老服务领域统计制度为目
标，明确统计范围，健全指标体系，建立
共享数据平台。民政部门之间将强化相
互认证，以“一地认证，三地认可”为目
标，探索养老服务机构设施、服务和管理
标准，老年照护需求评估标准和评估结
果，养老护理员从业资格的互认互通等。

沪 苏 浙 皖 推 动
异地养老政策“通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