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作为我国首颗移动通信卫星，天通一号关键技术多，难
度大。经过五年多的技术攻关，科研人员攻克了多项关键技
术，实现了我国移动通信卫星技术的重要突破。

比如，低无源互调（PIM）技术是卫星系统关键技术之
一，也是当今国际宇航界共同关注的技术难题。无源互调指
天线在大功率发射的同时由于天线接收灵敏度高， 产生的
杂波会落入接收通道，形成自身干扰，严重影响通信能力。
为此， 项目团队历经艰苦攻关完成了国际首次整星级无线

PIM试验，满足任务要求，标志着我国这一技术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据预计， 我国移动通信卫星系统的终端用户十年内将
超过300万，服务范围涵盖灾难救援、个人通信、海洋运输、
远洋渔业、航空客运、两极科考、国际维和等方方面面。中国
电信集团正在研制一款具有特殊移动通信业务的手机。带
上它，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都可以实时与家人朋友通话、
短信、上网、视频交流等。 （据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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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 � � � 问：今年5月初，我入职到目
前供职的咨询公司工作。近日，我
申请休年假， 单位称我入职不足
一年没有假。 因之前我曾在其他
公司工作过三年， 当时未签劳动
合同， 所以该公司给我出具了工
作三年的证明， 但咨询公司说那
三年我没有社保缴费记录， 对原
单位的证明他们无法辨别真假，
所以不能算工龄。请问：单位的说
法对吗？

法律专家回复： 咨询公司的
做法确有不妥。根据《企业职工带
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职工
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

带薪年休假。 你可以享受带薪年
休假， 但你得证明自己已连续工
作1年以上。最简单方法就是提交
社保缴费记录， 如果原单位未给
你缴费，建议你：到原单位开具至
少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考勤记
录、工作记录、工资条，到银行开
具工资卡转账清单， 到税务部门
开具个人所得税缴费记录。此外，
法律目前并未规定必须以社保缴
费记录来证明工龄， 所以你可持
原单位开具的工作年限证明、考
勤记录， 与现在供职的公司进行
协商， 协商不成可向工会或者劳
动仲裁部门申请维权。

问：14岁的刘某在暑假期间
到个体工商户李某的工厂打工。
李某虽知道刘某的年龄， 却没有
拒绝。某日，由于吊装货物的铁架
突然倒塌，刘某被当场砸死。面对
刘某父母的索赔，李某一口回绝，
理由是刘某是临时打工， 不属于
正式合同工，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李某的说法对吗？

法律专家回复： 李某的说法
是错误的。一方面，李某之举属于
非法使用童工。《禁止使用童工规
定》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
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均不得招用不

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另一方面，
李某必须作出一次性赔偿。《非法
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
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
用工单位伤亡人员， 是指无营业
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 备案的
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撤销登记、 备案的单位受到事
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或
者用人单位使用童工造成的伤
残、死亡童工。前款所列单位必须
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伤残职工或
者死亡职工的近亲属、 伤残童工
或者死亡童工的近亲属给予一次
性赔偿。”

原单位没缴社保
能否在新单位休年假

学生暑假打工死亡
老板需不需要赔偿

法制周报记者 薄庭庭
实习生 邹游赤子 通讯员 张代莲

王树和李书的生命交集， 源于一
纸招人启事。

2009年，年过八旬的王树，妻子
去世， 急需找一个能照顾自己生活起
居的人。小王树26岁的李书刚与丈夫
离婚，需要找个活计。

李书的勤劳善良，王树很是喜欢。
一年后，他们成了夫妻。

四年的恩爱相伴却因王树的一纸
遗嘱而戛然中断。 面对丈夫遗产分割
中的薄情和丈夫长女的敌视、威胁，李
书心有不甘。起诉、撤诉、再起诉、又挽
回……王树与李书陷入了不断的官司
纠葛。

最后，王树承诺：与女儿断绝父女
关系、指定李书为房产唯一继承人。然
而，他仍未能留住妻子的心。近日，常
德市安乡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桩再婚
离婚案。

招来的保姆老来的“伴儿”
2009年， 与王树相伴大半辈子

的前妻离世。因身体不好，加之儿女
们无暇照顾他， 王树委托安乡某中
介机构为他招聘一保姆， 照顾其生
活起居。

当时，李书刚与丈夫离婚，需要找
工作糊口，补贴家用。就这样，王树与
李书成了雇主与保姆的关系。

“李书贤惠又朴实， 王树很喜欢
她。”该案承办法官张代莲告诉记者。

相处一年后，2010年12月17日，
王树与小其26岁的李书登记结婚。

“当时，双方子女们都没有干预反对。”
张代莲说。

婚后的四年，两人相处融洽，感情
甚好，“没有吵过架，红过脸”。

遗嘱风波引发家庭危机
2015年7月的一天， 李书打扫房

间卫生时，意外发现床下的一个箱子，
里面装有王树曾经写下的遗嘱。 这份

遗嘱内容显示， 王树将所有财产全部
分配给了自己的子女， 而对李书只字
未提。

遗嘱内容让李书寒了心。 王树的
解释是：“立遗嘱是多年前的事情，都
不记得了。”李书坚持认为，王树并没
有真正接纳自己， 此举严重伤害了两
人之间的感情。

遗嘱风波惊动了亲友。 在双方家
人的干预下，两人的关系越发紧张。

王树和前妻的长女在得知遗嘱之
后，开始视李书为眼中钉。她曾私下翻
动李书的东西， 甚至威胁李书。“她在
插着剪刀的床板上写道‘李书不走，有
人死’。”张代莲告诉记者。

在长女与亲友的唆使下，去年9
月，王树将照顾自己近5年的妻子告
上法庭， 要求离婚。“王树起诉一个
月后，就撤诉了。”张代莲称，起诉不
久，王树就意识到伤害了老伴，也知
道长女对遗产图谋不轨， 所以要求
撤诉。

被长女恐吓，又被老伴告上法庭，
心灰意冷的李书想结束这段婚姻。同
年10月21日，她向安乡县人民法院起
诉离婚。她的理由是，王树将自己起诉
至法院， 是对她缺乏夫妻间的基本信
任，其长女对她的人身恐吓，更让她没
有安全感。 她认为双方的感情已经破
裂，要求法院判决离婚，分割夫妻双方
共同财产。

为留妻子欲断绝父女关系
“王树不想离婚，他几次三番地来

法院，请我们进行调解。”张代莲说。
王树认为， 他与李书的婚姻存续

期间，相处融洽，感情出现裂痕的主要
原因是双方亲友的干预和长女的威
胁。自己仍然对李书有感情，不同意离
婚。他希望能与李书和好。

为挽回妻子， 王树甚至写下承诺
书，承诺只要李书照顾其终老，他便与
长女从此断绝父女关系， 并指定李书
为其房产的唯一继承人， 死后抚恤金

也留给李书。
然而，即使有了一纸承诺，李书仍

坚持离婚。她表示，自己已经无法在这
个家立足， 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更为担
忧。“我不想你死后再和你的女儿为遗
产打官司。”她对王树说。

承办法官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年
事已高，且亲友较多，便以二老的夫
妻感情为切入点，对王树、李书的子
女及亲友进行悉心劝导，双方亲友表
示尊重两位老人的意愿。亲友的工作
做通后， 法官又对双方当事人进行
“背对背”调解。

经过法官对双方的心理及情感疏
导、辨法析理，两位老人的对立情绪逐
步化解。最终，两位老人达成了调解协
议， 王树自愿补偿李书现金3万元，两
人和平分手。

如今， 王树又回到了中介所，
那个故事开始的地方，或许他再也
遇不到自己的“李书”……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八旬老人与保姆再婚 遗嘱分配遗产只给儿女

一纸遗嘱“拆散”再婚夫妻

柴新竹/图

� � � �红军长征， 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
力量、 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一场大
搏斗，书写了人类史上最宏大壮丽、最
动人心魄的篇章，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点。对长征的伟大意义和不朽精神，中
国共产党人给予了精辟的总结和论
述。他们站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度，阐述
了长征对中国革命、对共产党、对革命
军队的重大影响。

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长征的胜利， 完成了红军军事上

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向抗日民族战争
的战略转变、 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抗
日前进阵地的建立相结合的任务，实
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
的战略转变， 为党和红军的发展创造
了条件，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正如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中所说：“长征一完结， 新局面就开
始。”

这里的新局面既有革命任务的调
整也有革命形势的变化。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 中日
民族矛盾上升， 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
盾。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矛盾的变化，
对中国革命任务进行了调整， 提出停
止国共内战，联合全民族的力量，建立
抗日统一战线， 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通过长征摆脱
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 保存了一部
分精锐力量到达陕甘， 中国革命和红
军从覆灭的险境中脱离出来， 赢得了
宝贵的时间和机遇， 革命形势发生彻
底变化。任弼时在回忆红二、六军团长
征时说：“这次远征， 活动于湘黔滇康
广大地区，前后攻占三十余县城，是广
泛地传播了党和苏维埃的政策， 特别
是扩大了抗日反蒋主张的影响， 组织
和发动一些群众斗争， 揭破了国民党
卖国殃民的罪恶， 再一次证明红军是
不可摧毁的力量。”

长征胜利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红色根
据地得到巩固， 最终成为全民族抗战
的“中流砥柱”。

长征形成了中国革命
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长

征中特别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
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
位，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
内的统治， 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
转折点， 也使得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
地得以保存下来。 遵义会议证明了中
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
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 是中国共产党
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
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
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
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邓小平在1989
年6月16日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
时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 是从遵义
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也就是毛刘周
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
加了陈云同志。”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 起初是作为
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服从共产国际
的统一领导。 而遵义会议是第一次没
有受到共产国际干预的重要会议 。
1963年9月， 毛泽东在同外宾的一次
谈话中说： “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
遵义会议开始的。” 之所以说遵义会
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是因
为第五次反“围剿” 和长征初期失败
的切肤之痛 ， 推动中国共产党从

“左” 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下解放出来，
认识到实事求是、 独立自主思想路线
的重要性。

以遵义会议为起点， 中国共产党
独立自主地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
和领导权， 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
新篇章。王稼祥在谈及长征时说，遵义
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
导地位， 从而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
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党。 它的巨大意
义， 已经在斗争实践中得到了证实。”
这也是为什么周恩来说：“由于毛主席
拨转了航向， 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

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
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 毛主席的
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
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

长征培育了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
红军长征胜利， 是中国共产党人

和红军将士弘扬伟大革命精神的胜
利。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
战争史诗， 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
神史诗， 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长
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
命风范的生动反映， 为中国革命不断
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
力。

长征前，红军分散在各根据地，各
自为战，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
长征使红军主力从各个根据地齐聚陕
北，成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战略大转移。
共产党员和人民军队也在这个过程
中， 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仰和理想信
念。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
书中写道：“我们共产党员中有许多人
是经过万里长征的， 这对于他们是一
次严重的锻炼， 其中的绝大多数党员
都得到了很大的进步。”

张闻天在1938年4月12日发表的
《论青年的修养》一文中说：“中国共产
党人曾经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
件事震动了全世界。 为什么二万五千
里长征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影响呢？原
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
分的表现出了它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
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 没有这种
精神， 就是一千里的长征也是不可能
的。”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
越。长征虽已结束，但红军将士创造的
长征精神却得到传承和发扬。如今，在
我们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许多领域，长
征精神不断续写着时代的篇章： 航天
新长征、脱贫攻坚新长征、红军部队新
长征、 新长征突击手……长征精神已
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在人们
的内心已内化成一种信仰， 外化为一
种能量， 指引着每一代人走好自己的

“长征路”。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国共产党人
怎么看长征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飞机赴南海战斗巡航

� � �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空军大校6日发布消息：中国空军组织轰-6K、苏-30等多型战机飞赴南海，对南沙岛
礁和黄岩岛附近空域实施战斗巡航，推动海上方向实战化训练深入发展，提升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实战能力。新华社发

迈入卫星移动通信“手机时代”

中国版海事卫星来了
� � � �由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研制的我国
卫星移动通信系统首发星、被誉为中国版
的海事卫星的天通一号01星，8月6日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升空并进入距离地
球约三万六千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

� � � � 天通一号01星是一颗大容量地球同步轨道移动通
信卫星，可以为车辆、飞机、船舶和个人等移动用户提供
语音、数据等通信服务，优势在于终端的小型化、手机化。

天通一号的研制在2008年“5·12”地震后提上日程，
首要任务是确保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时的应急通信，

填补国家民商用自主卫星移动通信服务的空白。与地面
移动通信系统相比， 天通一号不受地形等因素影响，可
以自上而下实现对海洋、 山区和高原等地的无缝覆盖，
对海上石油勘探开采、森林防护等通信能力提升有重要
帮助。

� � � �“天通一号卫星的技术指标与能力水平达到国际第
三代移动通信卫星水平。它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正式
进入地球同步轨道移动通信卫星俱乐部。” 五院天通一
号卫星总设计师陈明章说。

天通一号引入三维数字化设计，采用单机集成设计、混
合集成电路等技术，集成多种信息处理功能。此外，天通一
号的研制成功使得目前我国现役的主流通信卫星平台———
东方红四号卫星平台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与扩展。

确保灾后应急通信 实现通信无缝覆盖1

进入地球同步轨道移动通信俱乐部2

攻克多项关键技术3

长征胜利8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