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4月2日上午，木里森林火灾仍在紧张
处置中，现场温度10度左右。记者在现场
看到，不时有吊着大水桶的直升机从山巅
轰鸣而过。 据了解， 当天有5架“米26”
“K32”等型号直升机参与灭火，其中有2
架“K32”是应急管理部紧急从云南调集
增援。据悉，3日到4日可能出现降雨天气，
气象部门也做好了随时人工降雨准备。

中午12时左右，现场传出好消息：
火场、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目前过火面积15公顷左右，参与扑
火600人左右。今天风向偏南，风力4级左
右，森林火险等级也是4到5级，扑打条件
中等，同时人工增雨作业随时准备着。如
果气象条件不出现大的变化， 应该说这
场火基本上我们心中有数。”伍松说。

从1日凌晨开始，前线指挥部就安
排将牺牲英雄的遗体运回西昌。 伍松
说：“我们从1日下午开始组织各个乡
镇的打火队，每8个人一组将遗体运下

山，1日深夜起遗体陆续运往西昌市。”
得到消息的西昌民众从2日凌晨

开始， 就自发上街悼念牺牲的灭火英
雄。在高速公路出口，迎接英雄的市民
很多，大家默默地站在道路两旁，沉痛
悼念，并高喊“英雄一路走好”。

木里火灾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 应急管理部和四川省启动
应急预案组织力量赶赴现场， 各方力
量的汇集，使火情得到有效处置。记者
获悉，4日西昌将举行牺牲扑火英雄的
悼念活动。 （据新华社成都4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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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037 2 1 1 0 3 9 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4665273.08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085 6 1 2
排列 5 19085 6 1 2 5 8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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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代———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

能少”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
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英国《经济学人》赞叹：中国是世界
减贫事业的英雄。

这是一个创造英雄的时代———
脱贫攻坚是硬仗中的硬仗。在这没有

硝烟的战场上，多少人投入战斗，多少人
冲锋在前，多少人永远倒在了战场上……

从西南到西北，从隆冬到初春，我们
走进这战场，在嘹亮的冲锋号角中，寻找
那逝去的身影……

这些牺牲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英雄
们以生命赴使命， 以忘我的情怀追逐人
民的梦想， 用热血燃烧出信仰的熊熊之
光……

壮烈的牺牲
在脱贫攻坚战场上， 英雄们以奉献

与牺牲，挥洒出生命的风采。
湖南石门县薛家村， 一个刻有红色

记忆的地方。
88年前，贺龙麾下红四军某连68名

战士在这里的剪刀峡壮烈牺牲， 当时村
民将他们散落的遗体掩埋起来。

5年前，“扶贫志愿者”、 退伍老兵王
新法自掏退休金“请烈士回家”，在薛家
村六塔山建烈士陵园，68位英魂齐聚于
此，成为这个贫困村的守护神。

两年前， 王新法成为长眠于此的第
69位“英魂”……

2013年，王新法从石家庄公安局退休，
在全国各地考察后，选择去薛家村扶贫。

九分山、半分水、半分田，人均年纯收
入不到2000元，这是个土家族穷寨子。

村民们开始看不透这个外乡人———
整天穿着迷彩服，脚蹬雨靴，手机铃声设
成冲锋号，见人敬军礼……到底想干啥？

他成立“薛家村帮民共富军人团
队”， 先后有140余名志同道合的退役、
现役军人、 军属捐钱捐物支持这里的扶
贫事业。有人开始跟随他；

他带着人加固河道， 架起了5座桥，
爬山越岭，铺设管道引来山泉水，修建蓄
水池，村民吃水浇茶园的难题解决了。有
人开始佩服他；

为增加耕地，他提出移风易俗“迁祖
坟”。有村民说：“迁也可以，你要在我家
祖坟前磕头。”王新法二话不说，跑去哐

哐哐三个响头， 自此村里100多座祖坟
得以动迁。有人开始敬重他。

为拔穷根、拓富路，他组织村民规划
生态茶园，使茶园成了薛家村的“绿色银
行”。村民们离不开他了……

2017年2月23日，午饭过后，王新法
叫上战友谢淼和几个村民， 商量修改村
里第六座桥的设计图。

“春汛来之前，得把它修好，要不娃
娃老人过河都不安全。”王新法说。

“能这么快吗？”
“能！大不了没日没夜干呗！”
谁知他话音未落，突然捂着胸口，一

头栽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十里八乡的人们赶来送别。 薛家村

那些只跪天跪地跪祖宗的土家族汉子，
对着灵车，齐刷刷跪下……

在薛家村人看来， 王新法没有走，他
只是将他的“指挥部”转移到六塔山，与那
68位烈士一起，看着村子越建越好……

梦想的召唤
记者采访中听到这样一个和妻子

“三离三别”的故事。
李和林， 四川南充大林镇李家坝村

党支部书记。这个上门女婿，结婚时兜里
连个毛毛钱都没得。人穷矮半截，无论与
媳妇有什么争执，媳妇声音一大，他就不
吭声了，人送外号“耙耳朵”。

就是这个“耙耳朵”的男人 ,为着家
乡的致富梦，三次不听妻子劝阻，执意离
开妻子辞工回乡。

2009年，之前已经两次被叫回村里
领头致富的李和林向妻子保证：“这回一
定听你的，好好打工赚钱。”

然而， 李和林前脚刚踏进南充市区
的工厂，后脚村干部又找上门来：“和林，
村上修路，这是咱全村人的梦啊!你能写
会算，回来吧!”

“不行！”一旁的妻子一口回绝。
见丈夫没说话， 妻子撂下狠话：“你

要么在镇里跟我一起打工， 要么再也不
要回这个家！”

一整夜，李和林在床上辗转反侧，一
声声叹气。妻子的心，又软了。

第二天一早， 她把丈夫叫到眼前：
“有鸡叫天明，没鸡叫天也明，我日子照
过。你回去吧！”

接着又竖起两个手指：“立两个规
矩，一是家里没钱还得出来打工；二是不

许为了村里事花自己的钱。”
李和林跳起来抱住妻子，连连点头。
回到村上的李和林，还是背着妻子从

信用社贷了1.5万元，划入村集体账户。
当精准扶贫的号角吹响， 他带领李

家坝村在“圆梦”的路上匆忙追赶：
1万株核桃树种下去了，百亩食用菌

产业园拔地而起，7公里多的水泥路和便
民路纵横交错，780多平方米的文化广
场安装了健身器材， 村里通向外界的唯
一一座水泥桥也修好了……

2016年， 整村脱贫的最后时刻，李
和林大口大口吐血，一查，胃癌晚期。

“怨不怨老李？”李和林去世两年后，
我们问他的妻子。

女人说：“怨！”然后，背过脸去抹起
眼泪。

也是这个女人， 在丈夫去世当年将
儿子送上扶贫路。那一年，她的儿子全票
当选新一届村主任。她说不为别的，就是
为了丈夫和大家伙儿的梦。

正是因为梦想， 这些扶贫英雄们才
有了舍小家顾大家的胸怀， 才有了敢于
牺牲的勇气；正是因为梦想，在贫困堡垒
的攻坚之地，他们成为贫穷的掘墓者，成
了百姓的知心人。

为民的情怀
2018年4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

办挂职融安县委常委、 副县长的蓝标河
倒在了脱贫攻坚岗位上，年仅44岁。

蓝标河的微信名叫“向人民报告”。
向人民报告，报告什么呢？
蓝标河的哥哥蓝标松告诉我们，应

该是一种报答父老乡亲的情怀吧。
“我们从小家里很穷，但身为村干部

的父亲对乡亲的困难有求必应。 标河从
小就耳濡目染。”

蓝标河参加工作以来，20多年间一
直在扶贫战线上， 几乎走遍广西全区百
余个有扶贫任务的县区。

有人不理解这种坚守， 他笑着说：
“我是穷苦人出身，穷怕了，能为贫困群
众做些事，觉得特别值。”

那天， 为起草全区脱贫标准体系的
文件， 他带着干部走访随机抽取的贫困
户。赶到村子时已至下午5时，还要渡水
才能到。 有人提议：“不如就近找几户算
了。”他却坚持租了条船，到抽取的贫困
户家了解情况，返回县城已是深夜……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
少真情。”蓝标河赴融安挂职后，尤其能体
会到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的意味深长。

调研、开会、讨论……他随身携带的
笔记本里， 密密麻麻写满了挂职以来的
工作安排。“倒排工期”“盯紧专项规划”

“越快越好”等紧迫的字眼，频频出现在
笔记中。

大坡乡同仕村李建萍家6口人挤在
泥巴房内，一月都吃不上一回肉。那天，
蓝标河一脚泥一身水地走进屋门：“以后
咱们就是亲戚了，我会尽力帮你们……”
于是，蓝标河成了李建萍家的常客，大事
小事都操心，李家日子再也不像从前。

2018年4月13日，周五。
结束了一天的繁忙工作， 蓝标河匆

匆从县城赶往同仕村，手里拎着鸡肉、猪
蹄等熟食，叫上几个村民，走进村民黄永
礼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

“今天来主要是想和大家一起商量
下，今年脱贫咱们要干点啥。”

话音未落，同桌的4个帮扶对象立刻
眼睛一亮。

“黄启广，你会编竹编，我来帮你推
销，收入一定没问题。”

“黄德连，这几年金橘产业前景好，
多把品质搞上去，不愁卖。”

……
谁能想到，第二天晚上，他因连续加

班、疲劳过度，猝然倒在工作桌前。手边
笔记本上的下周工作计划， 早已排得满
满当当……

一次次深入的采访， 犹如一场场深
入灵魂的洗礼。

它让我们看到：信仰，是所有脱贫攻
坚战场上的牺牲者的心灵密码， 是他们
共同的精神基因。

它让我们坚信：“心中有信仰， 脚下
有力量！”

……
清明将至，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

念碑高耸入云。
这是一个追思怀远的日子， 让我们

从心底献上心香一瓣， 祭奠这些在脱贫
攻坚战场上牺牲的英雄们，为过去，为现
在，为将来……

而告慰他们最好的行动就是， 万众
一心，奋斗不息，向着实现民族复兴伟大
梦想的目标奋勇前进！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以生命赴使命 用热血铸忠魂
———记牺牲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英雄们

� � � �一人一“世界”、孤单地“闪烁”，他们被称为“星星的孩子”。
4月2日是“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自闭症也称“孤独症”，

是一种严重的精神发育障碍。 2017年发布的《中国自闭症教育康
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中国目前自闭症人群或达1000万人，
其中儿童约占1/5。该症至今难以根治，每个患者背后，都是一个
家庭精神防线的崩塌、一个社会隐性伤痛的存在。

然“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不放弃对其关注，不松
懈对其帮扶，不怠慢对其救助，迫切且必需。

了解，是理解他们的基础。大部分自闭症患者在2岁半左
右能被确诊，但由于诸多家庭疏于辨别、防范，从而导致孩子
错过最佳就医时机， 这说明社会对自闭症相关知识的科普程
度有所欠缺。此外，持之以恒进行康复训练是目前较好的治疗
渠道，但由于康复周期长、费用高，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压力成
了不少患者面临的巨大难题，能否解决对患者的前期筛查、及
早诊断且干预、后续矫正康复等一系列问题,至关重要。

关爱，是帮助他们的关键。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便有代表提出，目
前残障儿童被普通学校拒绝入学及入学后被退学的情况仍然存在。
2017年新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及《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2017-2020年）》等政策条例虽陆续出台，但要想落到实处，还应在建
立残障儿童入学评估机制、完善并壮大特殊教育从业者群体队伍、支
持保障残障儿童进入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等方面狠下功夫，让自
闭症患者能更顺利地走进学校、融入社会。

幼有所育，弱有所扶。关注并改善自闭症群体生存现状是个
系统工程，教育、卫计、残联、民政、社会公益组织等多方面要形成
合力。每个部门多一分力，残障群体能“扶靠”的“保障墙”就厚一
厘。我们的每一丝善意，能多为一个自闭症孩子“系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也能多为一个“星星的孩子”点亮希望的明灯。

为“星星的孩子”
点亮星光

天下微评

周倜

�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蔡矜宜）
在今晚进行的2018-2019赛季CBA1/4
决赛第四场比赛中， 新疆队客场111比
95拿下广厦队， 以总比分3比1淘汰对
手，晋级半决赛。

在新疆和广厦系列赛第三战的下半
场前，新疆一直是那支占据绝对优势的球
队———他们前两个主场分别赢广厦队34
分和14分，直到第三场半场结束时仍领先
对手7分。可距离晋级越近，将士们的心越
乱， 最终自乱阵脚的新疆队未能零封对
手，大比分变成了2比1。

到了第四场，新疆队再没有给对手
机会， 从始至终都掌控着场上的主动，
第三节结束时新疆队已领先26分之多，
比赛早早失去悬念。

半决赛，新疆队将遭遇老对手辽宁
队。后者作为卫冕冠军虽然失去了韩德
君，但在郭艾伦的带领下以3比0的大比
分将新科MVP王哲林率领的福建队挡
在四强门外。

四轮过后，CBA四强队伍已经确定
三席，分别是广东、辽宁和新疆队。前两
轮0比2落后的深圳队，连扳两场后与北
京队战成2比2，最后一张四强门票将于
4月5日揭晓。

新疆3比1淘汰广厦

CBA四强
确定三席

� � � �上图为新疆队球员斯托克斯（左
一）在比赛中上篮。 新华社发

� � � �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日宣布： 经
中欧双方商定， 并应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邀请，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将于4月8日至12日赴布鲁塞尔举行第二十
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赴克罗地亚举行第八次中国-中东
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正式访问克罗地亚。

李克强将赴欧访问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记者2日从全国扫黑办获悉，中
央扫黑除恶第11-21督导组全部开通并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
和邮政信箱，受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方案》要求，4月上旬，中央扫黑除恶督导
组将分赴天津、吉林、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海南、贵
州、云南、新疆等1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
导，进驻时间原则上为1个月。开通举报电话和邮政信箱，旨在
受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广泛动员发动群众，为精准打击人民
群众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供有力支持。

全国扫黑办提示，电话受理举报时间为进驻期间每天8时
至20时，请各地群众在督导组进驻当地后再拨打举报电话。

附：第16督导组进驻湖南省时间 :4月1日至4月30日 举报
电话：0731-81110055 邮政信箱:长沙市A065号邮政信箱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
公开电话信箱

受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
对努尔·白克力决定逮捕

� � � �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最高检2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
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努尔·白克
力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努尔·
白克力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截至4月1日， 十九届中央第三
轮巡视15个巡视组完成对3个中央单位和42家中管企业的进
驻工作，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全面展开。

经党中央批准，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对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等3个
中央单位，以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等42家中管企业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

从3月25日开始，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工作动员会，
各中央巡视组向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传达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通报有关工作安排，对
做好巡视工作提出要求。

据悉，本轮中央巡视，15个中央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
作2个半月。巡视期间设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主要受理
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
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
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
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
间截止到2019年6月10日。

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
全部进驻

罕见“爆燃”致伤亡 火情已有效控制

� � � � 3月30日17时20分左右，木里县雅
砻江镇喇嘛寺沟附近出现雷雨天气，
降雨仅仅持续了30秒，但雷声不断。当
天正带队在镇上搞森林防火宣传检查
的雅砻江镇副镇长兼武装部长王鑫，
同时接到当地村民和下乡干部报告，
喇嘛寺沟附近出现6处疑似烟点。王鑫
立刻召集扑火队和村民、 民兵分兵多
路赶往现场排查。

木里山高路陡沟深，排查人员花费
5个多小时才到达烟点，其中5处已经排
除险情或被直接打灭。30日23时50分，
一队人员爬上喇嘛沟山顶时，看到立尔
村田火山山顶燃起了明火。王鑫立刻组

织首批扑火力量19人往山顶赶去，同时
向上级报告。31日凌晨4时，雅砻江全镇
的扑火力量已在立尔村集结。

前线指挥部指挥长、 木里县县长伍
松告诉记者， 该县于30日18时28分向上
级报告了火警， 确定火情后立即集结了
12个乡镇和木里森工企业近600人连夜
出发开始扑打， 同时森林消防总队木里
大队、西昌大队也纷纷向立尔村赶来。

木里县，县名意为“森林的故里”，这
个名字里都带着“木”字的藏族自治县被
称为长江上游“生态保护之眼”。全县1.3万
多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67.3%，活立木
（意为立着的成活树木）资源占四川省6%、

全国0.7%，是全国森林蓄积量最大的县。
参与扑火的中铺子村上铺子组队

长龙生说，当地村民靠山吃山，每个人
都有保护大山的责任。一有险情，村民
就会自觉按指挥参与扑火。

凉山州森林防火压力也与日俱
增，仅刚刚过去的3月份，凉山就发生3
起火情，其中就包括此次木里火灾，而
每年3月底到5月初的高危期， 全州发
生的火情都有20起左右。 凉山州委书
记林书成介绍，除森防专业力量外，他
们在全州范围内建立了地方半专业
“打火队”，由村民和民兵组成，平时务
农，闲时训练，像木里这种森林大县，
更是每个乡镇都成立了“打火队”，确
保有险情能随时随地出动。

� � � �此次木里火灾， 最让人心痛的是
30名扑火人员牺牲。

“可以肯定的是，罕见的‘爆燃’是
此次火灾人员伤亡的最重要原因。”凉
山州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专职副指挥
长谢世恩说， 一是本地区已有半年连
续干旱，少雨雪，风干物燥；二是木里
大部分都是原始林区， 长期枯枝落叶
形成的地面腐质层较厚； 三是因为林
地有火，会顺着腐质层形成热传递，加
热过程中腐质层会产生大量甲烷、乙
炔、乙烯等可燃气体，加之风的作用，
形成热浪， 到一定燃点的时候就形成
爆炸。“这种情况是所有火灾中最危险
的，也是极为罕见的。”

第一个向指挥部报告发生“爆燃”
的是王鑫， 他是死里逃生的17名扑火
人员中的队长。“我们与森林消防西昌
大队在山脊汇合后接到指挥部命令，
要求所有扑火人员于31日当天下到山
脚集结。 接着我带领16名队员选择山
脊左边一条陡峭的坡道下山。” 王鑫
说，“西昌大队由于携带装备较多，选
择山脊右边的一条相对缓和的坡道下
山，我们目送他们转下山脊，没想到这
一眼竟是永别。”

当时， 王鑫和16名队员往山下挪
动了半个小时后，突然感到一阵风起，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山脊轰然炸响，火
墙一下子窜得看不到顶， 山脊上的树

木很快就被烧毁。 大家直接往地上一
坐，顺着坡道往下溜。数秒之后，刚才
所在的地方已被火海吞没。

直到4月1日凌晨， 王鑫和队员们
赶回到位于立尔村的前线指挥部，报
告了他们看到的一切， 为指挥部的决
策提供了关键信息。

伍松介绍，31日下午指挥部发现火
从山顶往下烧， 当时总体想法是把力量
调度下去，31日晚上集结，4月1日凌晨动
手扑灭明火。但在调度过程中，扑火队员
从山顶往下走时遭遇“爆燃”。

31日21时， 指挥部组织森防队员
和村民上山寻找， 但当时已无法越过
火线。4月1日凌晨，指挥部又组织力量
想方设法突破火线封锁，于当天8时发
现第一具遗体，17时发现最后一具。

凌晨4时集结 灾情就是命令1.

罕见“爆燃”发生 山脊腾起“蘑菇云”2.

火情得到有效控制 民众沉痛悼念英雄3.

� � � �截至4月2日，木里森林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当地正全力扑灭余火。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雅砻
江镇立尔村村委会的前线指挥部办公室，记者采访了部分干部群众，还原火灾救火的三天三夜———


