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新闻 16CHONGQING DAILY

2019年 10月 14日 星期一
责编 张信春 美编 乔宇

据 新 华 社 昆 明 5 月 21 日 电
（记者 字强）在云南省大理古城广
武路中段，有一座古老的“四合五天
井”白族民居，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这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战略
家、军事理论家杨杰故居。

杨杰，字耿光，白族，1889年生
于云南大理。1908年，杨杰入日本
陆军士官学堂学习，次年加入中国
同盟会。1911年，杨杰回国参加了
辛亥革命。1915年，杨杰参加了护
国战争，屡建战功，晋升为陆军中
将。1921年，杨杰再次东渡日本，
入日本陆军大学进行学习深造。

1924年，杨杰回国，先后担任
国民军第三军前敌指挥官、河南
陆军教育长等职。1926年加入国
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原大战
中功勋卓著，出任过国民革命军
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总司令部
参谋次长、中央陆军大学教育长
等要职。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企图私吞大革命果实，
消灭共产党。杨杰对此明确反对。1930年 12
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杨杰劝阻蒋介石无效，“愤其所为”，遂离开部队，
避居上海。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杨杰担任驻苏联特
命全权大使，通过杰出的外交活动，为中国争取到
大批贷款及军事物资。由于杨杰的政见和蒋介石
相抵触，于1940年被免职召回国。此后，他在重
庆赋闲，撰写大量军事理论著作，积极宣传抗日，
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主张外联苏联、内联各党
派一道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试图拉拢杨杰，让其
出任云南省主席，解除龙云势力，被杨杰拒绝。后
来蒋介石留杨杰在南京为其发动内战出谋划策，
杨杰托病再次拒绝，从此杨杰的一切行动被蒋介
石派特务监视。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
立，杨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负责西南地区的组
织发展和活动等工作。他密切配合人民解放战
争，积极宣传中共的政策，将西南地区的爱国人士
紧密团结在一起，开展反蒋斗争，同时组织策划
川、康、滇军队起义。

1949年9月，杨杰秘密飞往香港，准备北上
解放区。9月19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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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济南 9 月 29 日电
（记者 袁军宝）“敬礼！”铿锵有
力的敬礼声，表达着在场所有民
警对英烈梁学章的无限哀思和敬
意。虽然过去了30多年，但淄博
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的干警们永远
不会忘记这位英雄。他们常常在
淄博市革命烈士陵园梁学章墓前
开展党课等活动，向英雄致敬，向
英雄学习。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
之处显身手……”20世纪八九十

年代，电视剧《便衣警察》红遍大
江南北。梁学章就是这样一名便
衣警察。梁学章，1965年9月出
生，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
良乡村人，1985年7月从淄博人
民警察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淄
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刑警队工
作，成为一名便衣警察。参加工
作3年多，他共抓获357名犯罪嫌
疑人，13次光荣负伤。

由于便衣警察工作的特殊
性，梁学章和战友不能穿警服，只
能穿便衣，常年穿行在人流密集
的集市、车站、公交车上，随时发
现、制止犯罪行为，擒获犯罪嫌疑
人。刚工作不久，梁学章就在淄
博火车站遇到一名抢夺旅客钱包
的犯罪嫌疑人，并将其追到了一
条死胡同。无路可走的犯罪嫌疑
人掏出九节钢鞭，梁学章毫无畏
惧，一脚踩住钢鞭，一脚踢向犯罪

嫌疑人手腕，犯罪嫌疑人想跳墙
逃跑，梁学章迅即跟着翻上墙头，
最终将犯罪嫌疑人制伏。

与歹徒搏斗，受伤是常有的
事。1986年除夕下午，天空飘着
雪花，梁学章和队长李行广在火
车站拥挤的人群中巧妙隐蔽，紧
紧跟踪5个形迹可疑的男青年。
从火车站到商场，又到了集市，足
足跟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这几名
男青年手持刀具凶相毕露，梁学
章临危不惧，和队长一同与歹徒
展开了激烈搏斗，5名歹徒全被擒
获，梁学章却在搏斗中被歹徒用
匕首刺伤多处。

梁学章不仅勇敢，更不怕苦、
不怕累。1987年2月，梁学章参
与侦破一起重大贩毒团伙案件，
为跟踪一名犯罪嫌疑人，他和队
友张明河化装成乞丐，5天5夜跟
乞丐睡在一起，直到抓获嫌疑人。

1987年夏秋之间，为侦破张
店区连续发生的几起夜晚拦截妇
女强奸案，梁学章和同事在附近
玉米地里连续蹲守了七个夜晚，
最终在犯罪嫌疑人再次作案时当
场将其抓获。

1988年12月，为抓捕一名全
国通缉的特大盗窃犯罪嫌疑人，
梁学章和战友连续7个昼夜没有
休息好，不少队员患了重感冒，梁
学章同样病得厉害，但他仍咬牙
坚持。12月23日晚，梁学章机警
地盘查并发现了这名通缉犯。此
时，梁学章忘记了疲劳和病痛，面
对手持凶器的通缉犯，他舍生忘
死，在头、颈9处负伤，主动脉被
刺破的情况下，仍顽强搏斗，最终
在群众协助下将通缉犯制伏。梁
学章却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壮
烈牺牲。

同年12月31日，梁学章被山
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1989年1月19日被追授全国公
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便衣神探梁学章

据新华社武汉 10 月 13 日电
（记者 李劲峰）坐落在武汉市蔡甸
区野战国防园的一座吴运铎纪念馆
内，干部群众、青年学生络绎不绝，
他们来向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
金”的吴运铎致敬。

吴运铎，祖籍湖北武汉，1917
年生于江西萍乡，早年曾在安源煤
矿当工人。1938年参加新四军，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任新四军司令
部修械所车间主任，淮南抗日根据
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华中
军工处炮弹厂厂长，大连联合兵工
企业引信厂厂长，株洲兵工厂厂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奉命
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敌人封
锁严重，军工生产困难重重，他因
陋就简，想方设法带领职工自制土
原料、土设备，为前方部队制造急
需的枪炮弹药。日伪军进攻根据

地时，他就带领大家抬着机器打游击，只要有机
会就坚持生产。一次在修复前方急需的炮弹时，
雷管发生爆炸，他左手被炸掉4个指头，左腿膝
盖被炸开，左眼晶体被炸破，几近失明。他带领
工人研究改善武器装备，主持研制成功射程达
540余米的枪榴弹和攻打碉堡的平射炮，以及定
时、踏火等各种地雷，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出了
重要贡献。

1947年，吴运铎奉命去大连建立引信厂并担
任厂长。在一次试验弹药爆炸力的时候发生意
外，他被炸得浑身是伤。治疗期间，他阅读苏联小
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中得到鼓舞和激励。
为了伤愈后更好地工作，他努力学会了日文。当
他能下地时，便请示领导买来化学药品和仪器，把
病房变成实验室，研制成功一种高效炸药。

在战争年代，他始终以顽强毅力战胜伤残，坚
持战斗在生产、科研第一线。他说：“只要我活着
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送他到苏联去治疗。
经过精心治疗，他的左眼重见光明。

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
总工会授予吴运铎特邀全国劳动模范称号，邀请
他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0月5日，《人民日报》
发表专题报道《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介绍中国
的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他的名字传遍
了祖国大地。

1991年5月，吴运铎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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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济南 10 月 5 日电
（记者 杨文）山东省青岛市黄岛
油库原4号罐的基座旁，烈士纪
念亭巍然矗立，仿佛在诉说着30
年前刻骨铭心的灭火战斗。一大
批灭火战斗英雄浴血奋战，谱写
出一曲悲壮的战斗之歌。每年的
清明节，人们会从四面八方过来，
缅怀在扑救黄岛油库大火中壮烈
牺牲的消防官兵。

30年过去了，青岛市消防支
队一中队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
茬，但一中队原代理副中队长闫

正连的英雄事迹仍然传承不息。
闫正连，1963年12月出生于

山东临沂，1982年 12月应征入
伍，来到青岛市消防支队成为一
名消防兵。1983年闫正连担任
班长职务，所带的班连续五年被
评为尖子班。1986年1月闫正连
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他和
8名战友一起参加山东省消防技
术对抗赛，获得了总分第一名的
好成绩。入伍6年多，闫正连共
参加灭火战斗400多次，先后7次
立功受奖。

1989年8月12日9时55分
许，黄岛油库5号油罐因雷击爆
炸起火，1.6万吨原油燃烧奔泻，
严重威胁着周围大小15个油罐
和国家重点工程安全。10时15
分，闫正连奉命带领消防车和战
士飞奔火场，担负着5号油罐东
侧30米处4号油罐的冷却任务。
熊熊的烈火将消防车油漆烧烤脱

落。闫正连的头盔面罩被烤变
形，但他始终战斗在最前沿，连续
3个多小时不下火线。

l4时许，风向突变。5号油罐
的烈火向4号油罐压下来，罐壁
泛起股股白烟，更大的灾难就要
发生。面对险境，闫正连沉着冷
静,他一面指挥再调两支水枪加
强喷水力量，一面带领前沿阵地
的战士向空中喷水，在两个油罐
间筑成水幕，试图阻止火势蔓延。

风大火猛，形势恶化，指挥员
果断下达了撤离现场的命令。这
时，闫正连不顾个人安危首先指
挥战士们撤离。当多数人撤下
后，闫正连回头发现两名新战士
还在抱枪射水，赶紧边喊边向他
们跑去。正当他和两名新战士退
离时，一声巨响，4号油罐爆炸，水
泥块横飞，烈焰高达几百米，数千
吨原油化作一片火海，闫正连和
两名新战士被近千度的油火吞

噬，壮烈牺牲。
在爆炸时，青岛市消防支队

共有14名消防官兵壮烈牺牲，80
余人受伤。其中，一中队牺牲4
人，受伤15人，人员伤亡过半，是
全支队损失最大的一个中队。

战友们整理闫正连的遗物
时，发现了一份“坚请参战”的血
书。1987年大兴安岭森林发生
特大火灾，根据上级指示，要求青
岛市消防支队组建灭火突击队待
命随时赶赴火场。当闫正连听到
这个消息后，立即咬破了手指，写
下这份请战书一起交给了党组
织。他写道：我请求上大兴安
岭！每当看到这份用心和鲜血写
成的请战书，官兵们都无不动容。

1989年8月19日，武警总部
批准闫正连为革命烈士。1989
年9月2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追
授闫正连“灭火战斗英雄”称号，
颁发“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89
年，青岛市消防支队一中队因在
黄岛灭火抢险战斗中表现突出，
被荣记集体一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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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口区人民医院

从9月开始，大渡口区人民医院以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要求广大党员干部

做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

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患者就医

获得感稳步提升。

提升服务能力增强患者就医获得感

10月8日，按照大渡口区委“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要求和医院《实施方案》的安排，大渡口

区人民医院组织全体党员职工观看形势政策教育专

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先进典型教育片《时代楷模

张富清》。观看后，医院党委书记辛力强调，开展形

势政策教育、先进典型教育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是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总要求的具体措施，全体党员干部要通过

学习把总要求落实到工作中。

“在大渡口区人民医院看病，我放心。医务人员

除了尽职尽责外，待我像亲人般照顾，服务态度一个

字‘好’。”10月8日下午，在内一科住院部33床，家

住大渡口跳磴镇的王海民说。

像王海民这样有感触的患者不在少数。在儿科

病房，家住大渡口春晖路社区的李娟说，以前小孩看

到针就哭，在人民医院，护士妹妹一个甜甜的笑就将

小孩的胆怯打消了。

如何通过主题教育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如何让

患者就医获得感在主题教育中落到实处？

医院副院长邢军表示，围绕解决医院改革发展、

经营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党员职工群众反映强

烈的热点难点问题，选定调研课题，下沉到各部门、

各科室，边调研边学习边对照检查，注重查摆工作短

板和自身不足，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能解决的马上

办，不能及时解决的问题也盯紧不放。在医疗工作

中，要站在患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在质量和技术上下

功夫，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抓整改促落实赢得患者一致好评

“我们反映的某些就医问题，现在解决的速度比

以前快捷了许多，方法也呈现了人性化，我很满意。”

10月9日上午，在门诊大厅，家住茄子溪街道的李效

塘老人说。

据副院长刁劲松介绍，通过目前11场中心组理

论学习、调研，广泛征求群众意见，通过查找问题，发

现医院门诊厕所设施陈旧、条件差，患者反映强烈，

马上着手改造。目前门诊厕所焕然一新，患者满意

度高。发现产房未设门禁系统不利于新生儿安全，

于是立即着手改造。

如何在整改落实中更好地服务患者？部分老党

员说出了心里话。

护理部主任任国莲表示，通过中心组学习，更加

明白了肩上的重担，在工作中查摆问题的同时，更加

注重护理质量，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不平凡的事。

儿科护士长袁晓华表示，通过学习，用一个合格

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更要将“贴心、细心、

暖心”用在每一个患者身上。

麻醉科医生周子淞表示，通过学习，查找差距，

抓好问题整改，把自身工作做得更细，确保患者手术

安全，降低手术风险。

辛力表示，主题教育让医院工作紧扣时代主旋

律，让思想认识到位、检视问题到位、整改落实到位、

组织领导到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医者初心，牢

记时代使命，更好地为广大患者服好务。

马太超 图片由大渡口区人民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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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整改重落实 让患者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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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红岩革命

纪念馆”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19年10月14日9:00－2019年10月18日17:00。若有疑问，请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渝地监告字[2019]29号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序号

X19261

土地位置

九龙坡区大杨石P分区（部分）地块

规划用途

原用途

商住、公建、教育

现用途

商住、公建、教育

土地面积
（㎡）

原面积

465686

现面积

465686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筑规模（㎡）
原规模

2358757.01

现规模

2611395.82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或计容规模
（㎡）

原规模

1936586.5

现规模

1947152.3

应补交地
价款金额
（万元）

124

原土地使
用权人

华润置地
（重庆）有
限公司

调整依据

该项目部分竣工验收，部分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增加10565.76
平方米，涉及部分用途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242073.05平方米（其中邮政储蓄
所 142.13 平方米、车库 186439.49 平方米、配套设施 23471.63 平方米、架空层
18616.31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X19262

X19263

X19264

两江新区水土组团E标准分区E3-1/
01、E3-2/01、E4-1/01、E5-1/01、E6-
1/01、E7-1/01、E8-1/01、E10-1/01

号宗地

巴南区李家沱组团V分区V5-1/05、
V5-2/05、V6-1/04、V6-4/04号宗地

巴南区鱼洞街道沿江片区2宗地

B29-其它商务用
地（生产性服务业
用地），二类居住用
地、商业商务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工业用地

B29-其它商务用地
（生产性服务业用
地），二类居住用
地、商业商务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工业用地

272600

253208

12195

272600

253208

12341

475316.53

582873

17600

494332.53

803585.04

17819

378101

582873

17600

378101

582873

17819

24

63

4

重庆金科
科健置业
有限公司

重庆恒大
鑫南置业
有限公司

重庆嘉驰
工贸有限
公司

该项目已部分竣工验收、部分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
部分用途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19016平方米（其中车库13305.34平方米、设
备用房1977.86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
计容规模220712.04平方米（车库205699.56平方米、架空层348.16平方米、设备用房
10902.18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该两宗地为相邻地块，可优化作为一个项目实施开发建设，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合并出
让合同，统一出让年限；根据实测，建设用地面积增加14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人申请
以零星用地整合一并开发建设，补缴地价款。

X19265 巴南区民主村炒油场宗地 住宅建设用地 住宅建设用地 152980 134080 144092 108030.61 144092 108030.61 60

重庆东海
汉辰房地
产开发有
限公司

根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图，建设用地面积调整为134080平方米；根据《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换，补缴地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